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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玩

■ 小米飞猫·罗伶

我喜欢在不同的季节转换节点去
看不一样的琼中，看它的山野容颜变
幻时不同的侧面，看山谷里的村庄在
早晨的云雾散尽后渐渐清晰的老瓦
房，看翠绿的稻田在青山的怀抱中呼
吸的模样，看白鹅在浅潭游弋，鸟儿从
远处归来，人们背着竹篓和镰刀走进
田间，身后有小狗尾随。于我而言，这
就是仙境般最美的画面。

琼中吊罗山乡的响土村应该就是
这样的仙境。

我在三月的时候去拜访它，那是
海岛最美的季节，所有山区的木棉花
都在盛放，琼中也一样。那时，通往吊
罗山乡的215县道会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漂亮，每隔一公里就会有一到两棵
木棉树，枝叶已疏，却鲜嫩嫩地开出
一树芳华。不经意的一次转弯，就会
意外地看到扑面而来的木棉花，怦然
心跳，是惊喜所致。路旁的山谷里也
有木棉树，不是成群扎堆的那种，三
三两两，遥相呼应，万绿丛中的那点
红因稀缺更耀眼。还有，这一路有两
棵木棉树，开出的花是黄色的，黄木
棉花，我以为是很稀罕的，可惜我没
能记住它们分别长在多少公里处，如
果明年三月你经过这里，拜托记一
下，并且告诉我。

吊罗山乡，应该是琼中距离县城
最远的一个乡镇，但是三月的花季为
我的旅程平添了许多惊喜和乐趣。

响土村坐落在吊罗山脚下一个很
大的山谷里，据说是因为有一块坡地，
踩上去会发出奇异的声响而得名。由
于踩的人多了，现在不太响了。我不
会在这里标注那个方位，还是把仅剩
的那一点声响留给村里的孩子们吧。

我们在215县道上由西向东行
驶，在33公里处拐进一条乡道，这时
路旁的景色开始渐变，越接近深山，植

被越繁茂。大片的槟榔树从山坡向山
谷铺去，很壮观。大山近在咫尺，阳光
洒下，山林的浓绿被照得透亮，反射进
车窗里，我说，染绿我吧，这一刻，我并
不需要其他颜色。

田野青山溪流
编织的田园画卷

我抵达响土村的时候已是中午时
分，当我终于站在吊罗山脚下，环顾着
这个山谷的时候，我嗅到了熟悉的仙
气。

琼中的山谷里难得有这么广阔的
一片稻田，它们被四周的青山环抱着，
在三月里肆意地绿着。我知道五月来
临的时候，它们会用灿烂的金黄回应
青山的宠溺，令这个山谷变得奔放而
热烈。

村口那棵老树也是仙气袅袅，主
干很粗壮，有一个很大的树洞，无需低
头就能从容穿过。目测树龄应该超过
400岁，但依旧枝繁叶茂，在稻田边，
它显得那么高，那么庄重。榕树下有
一个水泥砌成的圆形露台，以及用不
规则的石块垒砌成的石桌石凳，旁边
有一个木质凉亭，想来这应该是村民
们平日休闲的场所，也应该是远道而

来的驴友们最佳的露营地。我相信老
榕树一定听过许多家长里短的闲聊，
看过许多青春饱满的狂欢，却淡定如
初。

沿着村子的一侧从老榕树旁蜿蜒
穿过伸向一座小山丘的木制小桥，是
这山谷中一条灵秀的缎带，它令溪流
活了起来。清澈的溪水从桥下流过，
在一个低矮的坝体处垂直而下，横拉
出长长的水布，这应该是一个很勾引
摄影师的场景。可你知道吗？这并不
是一条普通的小溪，这溪水源自万泉
河的某条支流，在流出响土村后，它将
奔向乘坡河，流向琼海与另外的两条
江水交汇，注入大海。

我在木桥上耽搁了很长时间。我
走到它的尽头时看到了山丘下那个浅
潭里一只游来游去的鹅。它白色的羽
毛红色的冠在青山绿水中那么显眼，
它的悠闲自得让我恍惚起来，突然想
到匆忙的人类很可悲，虽然我们能比
这只鹅活得更久一点。

站在木桥的一端看得到村子的房
屋，有几栋楼房，更多的是砖瓦房，它们
都有很白的墙。因为依山而建，所以高
矮不一，却错落有致。隔着一条小溪看
过去，竟然很像一座江南古镇。在午后
的阳光下，它与这山谷中的田野、青山

和所有的细节完美交融，织出一幅田园
画卷，我看不出谁是主角。

玫红头巾上的
浓浓苗族风情

我决定去走村了。经过稻田边的
一片菜地，看见一位摘菜的妇女，她弯
着腰，头上的玫红色头巾好耀眼，这让
我想起响土村是一个苗村，每个苗族
女子都会戴这样漂亮的头巾。我用海
南话和她打招呼的时候，她直起了身
子，脸上是小腼腆却友善的笑容，天知
道我在琼中看过多少这样的笑容，这
也是我爱琼中的理由。妇女告诉我她
摘的菜叫什么名字，但我从未听说过，
她说清炒就会很好吃，我信了。响土
村的苗族同胞真的很勤劳，他们绝不
浪费任何一寸土地，即便是在稻田边
坑洼不平的狭小之地，他们也会充分
利用起来，即便种一点蔬菜、几棵玉米
或一株南瓜也行。响土村的村民赖以
生存的产业是种植橡胶、槟榔、南药和
益智，现在他们又开始养猪养山鸡了，
日子越过越富足。

村子里的房子们间距都很近，狭
窄的水泥路在两排房子之间延伸，直
达山坡之上的青山边缘，依山傍水的
家应该有令人艳羡的好风水，难怪这
村子会缭绕着仙气。村子很干净，地
上完全看不到任何垃圾，即便许多老
房子墙壁已斑驳，屋顶的瓦片已青苔
遍布，但门前屋后依旧整洁清新，透着
不苟且的态度。家家户户都种了果
树，有一户人家的杨桃树已开满了淡
紫色的小花，我甚至已闻到了六月里
那一树的清甜淡香。还有一棵荔枝
树，老而粗大的主干上枝叶撑出巨大
的伞，完全罩住了门前的院子，村民说
这树应该有上百岁了，因为很多长者
都说自己孩童时就已在树下撒欢了，
而今，它每年夏季都还会结出甜甜的

果子。大山里有好多这样的老树，屹
立在风雨中，一动不动，就是百年。

我在村子里遇见的人们都很友
善，妇女们的着装几乎都有很明显的
苗家标识，有的穿着全套的苗族服装，
玫红色的头巾、腰带和绑腿一应俱全，
有的即便穿着普通的服装，但也一定
会戴着苗族好看的头巾。她们的服装
都是自制的，从染布到刺绣。

村子里有个小卖店，店里摆着啤
酒、矿泉水、油盐酱醋以及一些小日用
品，门前坐着一位正在绣头巾的女子，
一针一线都好认真，她那双黛青色的
手在红线的映衬下很显眼。我问她手
为什么会是这种颜色的，她说因为染
布。我说你绣的头巾是要拿去卖的
吗？她说不是，因为自己的头巾已经
很旧了，她在为自己绣一顶新的。我
看了一眼她的头巾，是很旧了，但在阳
光下，还是那么好看，像她的笑脸一
样。

在今天，大山里的这些女人们依
旧在坚守着祖辈传承下来的蜡染和刺
绣技艺，年复一年，以针为笔，彩线为
墨，把一个没有文字的族群对大自然
的理解，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染绣于衣
裙之上，穿出了如此婉约的韵味，这样
的自豪与执着令我感动。

我相信响土村就是很多人都想寻
找的仙境，因为它的景致，也因为它的
人文魅力。很多人和我一样，来了就
不想走了。在盛夏的周末或某个节假
日，真的有不少人远道而来，在村口那
棵老树下搭起帐篷，支起炉具，买来村
民家的山鸡和蔬菜，过起了山野间逍
遥的日子。我知道他们会在夜晚数星
星，这在霓虹璀璨的城里是一种奢
望。我知道他们会在晨雾缭绕山谷时
张开双臂深深呼吸，我知道他们也会
像我一样想要告诉所有人，琼中的吊
罗山乡有一个叫响土村的地方，它是
一个美丽的仙境！

响土村，山谷里的小桥流水苗家

■ 本报记者 赵优

说起下午茶，人们对它的传统印象总与“西
式”挂钩。有一首英国民谣中唱：“当时钟敲响四
下时，世上的一切瞬间为茶而停。”可见下午茶在
英国人心中的重要地位。随着下午茶的普及，西
式也不再是唯一的风格，尤其是海南的下午茶，逐
渐走出了属于自己的风格。

此前在陵水黎族自治县举行的2017中国（海
南）美丽乡村发展大会上，包含清补凉、椰子粑等
多种海南风味小吃在内的下午茶让嘉宾眼前一
亮，在繁忙会务中呈现出独具本地特色的海南味
道。无独有偶，在我省旅游部门的多场推介会中，
清补凉、鸡屎藤、椰子糕等海南特色甜品和小吃成
为茶歇中的“明星产品”，引得众多嘉宾品尝点
赞。海南风味小吃，已经成为海南美食名片之一，
让更多人通过味觉了解海南、爱上海南。

在其他地方，下午茶的饮品大都以茶或咖啡
为主，而在海南，少了清补凉的下午茶，未免有些
无趣。如今，不管是在豪华版本的椰语堂，还是座
无虚席的新华南老彭记清补凉，或是名声大噪的
西沙路文昌邓记清补凉，你总能找到最合心意的
下午茶之选。

除了清补凉，最有本土特色的甜品非鸡屎藤
莫属了。鸡屎藤的名字总让许多人“听而却步”，
但它实际上是一种汁液香醇的野生藤本植物。人
们将其磨碾取汁和米粉一起搓揉，捏成大豆般的

“粑仔”，下锅汤煮后再配上红糖、椰奶，便成了一
道天然的绿色甜品。十分接地气的鸡屎藤原本是
众多甜品店和夜宵摊店的主打产品，如今也成为
一些高档餐厅酒楼的特色甜品向游客推介。

在海南，搭配下午茶的，也不是精美的糕点或
是小块的三明治，而是各式各样的杂粮。杂粮小
吃就地取材、代代相传，不仅蕴含着当地的风土人
情，甚至还由此发展出“原始生态、土生土养、土里
土气、五谷养生、生生不息”的杂粮文化。杂粮文
化，琼海人显然深谙其道。

美、鲜、甜、香，高粱粑这道美食里储藏着杂粮
美食的精髓。高粱卷，松软且富有粘性，炸至两面
金黄后裹上椰丝，虽其貌不扬，看似一般，但若是
喜欢甜食就绝不容错过。在面卷刚出锅后留有余
温之时入口，轻轻一咬尽是酥脆，混着椰丝的淡淡
奶味，薄香松脆，其味无穷。与高粱粑类似的杂
粮，还有糯米粑、意粑、猪肠粑等多种糯米制品，以
花生米碎末、椰子丝、糖、油、冬瓜糖等佐料拌馅，
再包成圆状入笼蒸熟或煎熟，可当点心也可当主
食，那令人爽口的美味，实在唇齿生香。

琼式下午茶里，颇受欢迎的甜品还有芒果肠
粉。这道甜品的独特在于巧用椰浆、橙粉与牛奶
混合，煮干后结皮，匠心独具地制成了柔软嫩滑如
凝脂般的雪白肠粉。恰逢芒果丰收季，大块新鲜
甘甜的芒果肉成为了最好的馅料。椰香味的肠粉
皮裹着芒果肉，卷成肠状上碟，再淋上冰冻芒果汁
即可。口感似啫喱，又比啫喱少了一份晶莹剔透，
更多的是滑嫩如丝，柔软沁甜的甜蜜袭来，让人

“爱不释口”。

推荐露营地：
白沙门房车营地

地址：海口白沙门公园北
部，营位/水电桩：54/54

占地6000平方米，规模较
大，200米外就是沙滩，周边有
美食街、超市等生活配套

石梅湾游艇俱乐部房车营地
地址：万宁石梅湾旅游度

假区，营位/水电桩：15/30
配套设施完善，还可选择

游艇出海、潜水、海钓、摩托艇、
皮划艇、高尔夫等运动娱乐项
目

奔格内什寒营地
地址：琼中红毛镇什寒村
汽车帐篷营位30个，旅居

车营位30个，帐篷营位30个，
木屋 100 栋。拥有独立淋浴
间、wifi、儿童游乐区、羽毛球
场等

亚龙湾房车营地
地址：三亚亚龙湾路 113

号（近亚龙湾商业中心）
拥有20个自驾车、房车项

目配套用房（木质车房）、10个
进口拖挂式房车、30个帐篷露
营位，紧邻商业区，可满足游客
餐饮、购物、娱乐需求

推荐路线：
1、东部——滨海休闲游

海口—兴隆热带花园—永
涛黄花梨文化产业园

2、中部——黎苗风情游
海口—琼中什寒村—保亭

秀丽山庄房车露营

3、西部——原始赶海乡村游
海口——棋子湾——海尾

湿地公园

打开车门是世界，关上车门是小家

开着房车来海南！
■ 本报记者 赵优

近日，省政府办公厅下
发了《关于加快发展自驾车
旅居车旅游的实施意见》，提
出将在海口、三亚、儋州等地
级市至少建设 2 个综合营
地，在其他市县至少建设1个
精品营地，全省共统筹布局
建设70个精品营地。房车
旅游，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的
话题。

“打开车门是世界，关上
车门是小家”，这足以形容房
车一族的幸福。如今随着人
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越
来越多的人选择房车旅游，
让身体和心都在路上。海南
凭借椰风海韵、阳光沙滩、田
园风光，成为房车爱好者心
中不可不去的露营目的地。

“你为什么住车上？”“这是一种
生活方式，跟你说不明白。”这是1998
年冯小刚电影《不见不散》中的一段
对话，引出了国人对房车的特殊印
象。沙发、卧室、卫生间、电视、冰箱、
音响、燃气灶等几乎所有现代居家的
生活功能，都能在“移动的家”——房
车上实现。房车，旅游和生活完全结

合起来，行在路上，乐在其中。
在2017（第三届）海南国际房车

（汽车）露营休闲旅游博览会上，多款
房车云集展会现场，宇通凯伦宾威、亚
特、拓锐斯特、顺旅、大通、中意、览众、
雅升、中天、江铃、春田等国内外一线
房车品牌悉数在列，吸引了大批车友
的目光。房车内部分为卧室、客厅、卫

生间等，家具齐全，功能完备，吸引了
众多观众参观和咨询。“前几年，房车
旅游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个陌生的名
词，但是近年来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开
始尝试这种新鲜有趣的旅游方式，我
们心里直痒痒。”前来参观的四川游客
陈斌对各款房车看了又看，兴趣浓厚。

对于许多人来说，房车最大的优

势就是随行随停，不管你是临时决定
出游还是事先准备好的，房车随时可
以停在风景最美处，或是露营地中。
在亲近大自然的地方选择一个自己
最心仪的位置安置只属于自己的旅
馆，体验一种“景在外家在内”的生
活，相信是每个人的梦想，而房车最
大程度上满足了这一特点。

“我们这次自驾的是海南岛的东
线，沿途很多市县可以看到海湾，我
们这次是慢游，因为感觉上岛以后生
活节奏就慢下来了，我们也希望在工
作之余给自己心灵一个休憩。”来自
东北的赵若奇刚刚完成了自己的海
南房车之旅，着实享受到了悠闲的慢
调生活——夜晚的天空，看得到或隐
若现的飘浮的云；在海边，涛声阵阵，
浪花翻卷，海风吹拂，格外惬意；在山

林，耳边鸟鸣啾啾，坐看云卷云舒
……

在他看来，开房车去旅行，享受
的就是一种带着家去旅行的自由
感：每天都住在可以看见风景的房
间；在旅行途中可以随时停下来欣
赏美景；饿了，在厨房做一顿可口
的饭菜；渴了，在桌边泡一杯清香
的茶水；累了，躺在舒适的床上美
美睡上一觉……开房车去旅行，能

让每一个值得留恋的地方都成为最
好的“家”。

“海南面积不大，但全天候适合
开展房车露营自驾游。”上汽大通房
车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朱卫东表示，
海南的蓝天白云、椰风海韵等得天独
厚的自然资源，是吸引国内车友汇聚
于此的首要原因。

房车是移动的家，房车营地就是
移动之家的停靠点。日前，三亚大小

洞天房车营地在该景区落成运营。
占地面积约60亩的营地背靠鳌山，
面朝南海，配有听风智能水电桩、公
用取水点等基本设备，能够满足各
种房车使用需求，为前来三亚的广
大自驾车房车游客提供一处便捷舒
适的停泊场所。房车游客在这里不
仅可以满足房车生活补给，还可以
充分与自然亲密接触，深入体验琼
崖山水文化魅力。

说走就走，仗剑天涯

海南受车友青睐

制图/王凤龙

鸡屎藤。李明 摄自驾游客在房车营地品茶休闲。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符国楠 摄

高粱卷。本报记者 张茂 摄

下午茶也走海南风！

响土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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