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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味

■ 本报记者 徐慧玲

千百年来，食物总是跟随着人们的脚步，不停
流变和迁徙。而一处地域的美食，往往烙下当地
的独特文化印记。在海南，吃“公道餐”历史悠久，
是遍及大多数村庄的食俗。它蕴含浓郁的淳朴民
风，以独特的表现形式，在琳琅满目的海南食文化
中占有一隅之地。

海南农村吃“公道餐”的习俗，其产生和形成
有着深厚的社会渊源。过去，在物质匮乏的年代，
人们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寻常百姓平日里很难有吃
荤的机会。生活窘困的人家为了吃顿美味，便多人
邀约“做公道”，杀鸡宰鸭分份成“公道餐”，如此一
来，既能吃上美食，负担也轻。“公道餐”由多人凑份
来做、分之而食，故可称得上最初的AA制。

现在，尽管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是吃
“公道餐”的习惯并未因此中断，海南一些饭店、酒
楼还推出了“公道餐”。三亚市海棠湾水稻国家公
园稻田盛宴，以“海南不同年代的饮食文化、不同
年代的回忆”为主题，将当地质朴农家食材，通过
传统手艺烹饪，做出地道特色的“公道餐”，追溯那
些泛黄却依旧美好的情怀。

“目前我们推出‘东山羊公道饭’‘湾坡鸭公道
饭’‘土窑鸡公道饭’和‘老班长公道饭’4种风味
的‘公道餐’。每种‘公道饭’由主打荤菜、素菜、海
鲜、甜食糕点等近10种不同类型的菜品搭配构
成。”稻田盛宴总策划谢智强说。

烹饪出一道美味佳肴，食材的选取至关重
要。农家散养的东山羊，奔跑于山岭之间，肉质鲜
嫩却无膻味。水煮沸后，将洗净的羊肉放入锅中，
加入些许调料煮。把煮熟的羊肉去骨，连皮切成
长方块，肉朝底、皮朝面，整齐排列碗中，食用时，
配佐料蘸食味道更佳。

在田间、果林下养鸭，是三亚市湾坡村村民的
传统。以自然生态喂养出的湾坡鸭，皮薄肉厚，肉
质紧实，是当地有名的美食品牌。相比起爆炒、熏
烤、炖煮等烹饪方式，白切湾坡鸭的做法更能保留
鸭肉的原汁原味，鸭肉的微甜、清香总是让游客们
百食不腻。

特色土窑鸡的制作过程十分繁复：将土鸡洗
净后，用秘制的调料涂抹在鸡的胸腔内部和表皮，
腌制2个多小时。秘制的调料和腌制的时间，让
香气完全深入到鸡肉的每一个细胞。2个多小时
后，再将糯米塞进鸡的胸腔内部，裹上两层锡纸，
放进特制的窑中以明火慢炖。时间是食物的挚
友，美味值得等待。经过近1个小时的慢炖，温度
传递给了食材，美味渐渐释放出来。出窑后，还未
将锡纸剥开，空气中早已弥漫着诱人的鲜香。鸡
肉润嫩幼滑、咸香兼备且肥而不腻，加上米的酥糯
绵软，趁热吃上几口，唇齿之间余留香味。“由于制
作过程复杂，花费时间较长，我们目前一天仅做
10只土窑鸡，目的是保证每只土窑鸡的风味。”谢
智强说。

在“公道餐”中，糕点甜食也是不可或缺的一
大元素。田园番茨饼的制作并不复杂，将地瓜蒸
熟，压成地瓜泥放凉后，按照一定比例加入面粉、
糖等，搅拌均匀后蒸上几分钟。煎是最后一道工
序，加入少许油，地瓜面泥快速成形，空气中浸润
着的甜香，那是地瓜特有的气息，火力的把控至关
重要，太旺容易焦糊，太小便会潮湿黏牙。刚出锅
的田园番茨饼表皮焦酥，内瓤软糯，吃上一个还难
以解馋。

寒冬时节，天气渐寒，三亚水稻国家公园稻田
盛宴却是一番火热景象。“‘土窑鸡公道饭’来咯！”
在竹编的餐盘内铺上芭蕉叶，盛有特色土窑鸡、椰
子菜炒粉丝、香煎野菜包、酸萝卜粒、田园番茨饼、
椰子饭等近10种地道海南菜品，别具匠心的搭配
让食客垂涎欲滴，无需筷子，手抓饭、手撕土窑鸡
亦香，食客也吃得十分尽兴。“土窑鸡肥而不腻，丰
盈鲜美，尝上一口便欲罢不能。”“土窑鸡公道饭”
让琼海游客梁才雄一家赞不绝口。

■ 小米飞猫·罗伶

我喜欢大山里的客栈，听着就很
有武侠风。在一望无际的荒野中，在
最深的夜里，看见远处明明灭灭的灯
光，那便是一路风尘仆仆的人们最大
的欣慰。它的意义还包含了一群素
不相识的人共聚一堂，把酒话江湖，
交换彼此的故事，以及理想。当然它
也意味着不期而遇的饭菜香，以及温
暖的床。

吊罗山乡的大丛新村就是这样
的一个客栈。它在吊罗山脚下，距离
响土村仅一公里，在响土村游玩又不
想露营的人们可以在这里下榻。

大丛新村是由老大丛村演变而
来的，是隶属吊罗山乡响土村委会的
一个黎村。

之所以叫“新村”是因为在20世
纪初沿河而建的老大丛村，村舍多是
竹木结构的棚屋，几乎没有“不透风
的墙”。每逢雨季来临，泛滥的河水
就会将村庄淹没。住了三代人的老
房子，历经百年风雨，早已破败不
堪。因为大丛村山多田地少、交通
不便，村民的收入极低，政府的经费
也有限，难以在短时间内改变老村
的现状。某天，学者周瑞金在实地
考察之后，决定把自己的积蓄拿出
来支援大丛村建设，并与当地政府
一同帮助村民改善生活环境，脱贫
致富。经过将近2年多的施工建设，
美丽的大丛新村新建落成，村民们从

此拥有了自住加旅游客栈功能的新
家，以及可以预期的美好未来，大丛
新村由此得名。

我初次拜访大丛新村是在2014
年夏季的某天。那天正下着滂沱大
雨，雨幕下的吊罗山显得好朦胧，而
我眼前的村子却美得很生动。村民
们给了我一把大大的雨伞，我撑着它
在雨中慢慢走，两排炫色的楼房在我
眼前舒展开来，精巧而雅致的外观，
船型屋顶以及屋顶上垂挂的茅草，正
门处象征吉祥的甘工鸟雕塑，墙壁上
的黎族大力神图腾，以及屋前的空地
上种栽的植物和盛开的花，都自带浓
浓的黎家风韵，我无论如何都无法相
信这是一个村子，它更像一个浓缩版
的黎族风情景区。

大丛村总共有15间这样漂亮的
两层楼房，每一栋楼房的一楼住着两
户人家，二楼的三间房用来接待游
客，总共能容纳近100名游客同时下
榻。因此，大丛新村算得上是琼中最
具规模的乡村客栈了。

那天，村民们热情地领我进屋参
观。一楼的房间整洁有序，所有物件
摆放井然有序，液晶电视、电风扇、空
调、衣柜、茶几、席梦思床、木质长椅
等家电家具一应俱全；厨房里冰箱、
抽油烟机、不锈钢厨具等生活日用品
应有尽有；卫生间的热水器、盥洗盆、
洗衣机也与城里人家无异；二楼的房
间同样整洁清新，每个房间都摆着两
张小床，床单、枕头是崭新的，还透着

阳光的香气。那床虽然小了点，但我
相信它能许我一夜安眠和好梦。

村民说入宅的那天可热闹了，很
多人远道而来和他们一起欢庆，家家
户户都备了酒菜，在屋前拼起了长长
的桌子，摆满了各家的菜肴，人们坐
成了一条长龙，喝酒唱歌，品黎家美
味，其乐融融。村民说希望以后的日
子也能这么热闹。

2017年3月，我再次来到大丛新
村，村子又有了新的变化。离村舍不
远的一个槟榔园里建起了很多漂亮
的小房子，也是仿船型屋的建筑风
格，不同的是屋顶是琉璃瓦的，用铁
皮和砖块做主体，嵌在槟榔树和三角
枫树的翠绿中，美得很梦幻。村民说
这是省城来的商家为他们建造的酿

酒坊，一户一间。村民们负责就地取
材，酿制山兰酒和高山稻米酒，城里
的商家负责收购。这样一来，他们又
有了新的收入，而来到大丛新村游玩
的人们也有了机会近距离观看山兰
酒的酿制过程，说不定还能尝到刚酿
好的新酒呢，这真的很诱人。

夏天的吊罗山是一个凉爽的避
暑之地，人们可以在这里安放不焦躁
的自己。白天徒步到响土村去看山
谷里的美景，爬山去到瀑布旁，俯瞰
那个小桥流水苗村，或是在村子里的
小溪里拾螺、垂钓，黄昏时回到大丛
新村，吃村民们准备好的家常菜，喝
新酿的山兰酒。如果谁想秀一下自
己的厨艺，也可以买来村里的鸡鸭鹅
和蔬菜，在一楼的厨房里做一回乡村

伙夫或美丽厨娘。入夜，邀来村民们
和客栈里的其他游客，一起举杯邀
月，欢度酒香飘散、山歌不断的美好
夜晚。这画面很美，值得想象。

我有一个喜欢在世界各地流浪
的朋友，他常对我说，他喜欢在旅途
中那些不经意的遇见，一个客栈或一
群人，一个午后或夜晚，人们因缘而
聚，喝一壶酒或一杯茶，便可不设防
备，敞开心扉，共度一段单纯快乐的
时光。即便放下手中的杯子后，人们
终将各自上路，也许此生永远不会再
相遇，但这段经历一定会被铭记。我
相信，在吊罗山乡大丛新村这个乡野
客栈，我不仅能在最美的景致中自由
呼吸，还一定能拥有这样不经意的遇
见，以及铭心难忘的记忆。

大山里的

三亚三亚海海上观光上观光巴士串联巴士串联六六大景区大景区

乘风乘风出出 觅觅桃源桃源 到海南吃“公道餐”
感受淳朴民风海

来到三亚，天涯海角怎能错
过？常说天之涯、海之角，不少景观
便藏于天涯海角游览区中。景区陆
地面积10.4平方公里，海域面积6
平方公里，背负马岭山，面向茫茫大
海，海湾沙滩上，大小百块奇石林
立，“天涯石”“海角石”“日月石”和

“南天一柱”突兀其间，上有众多石

刻，不少名人古迹亦发现于此。海
上巴士航线重要站点便有天涯海角
游览区，游船将停靠景区，游客可下
船登岸，感受景区的魅力风光，品味
爱情圣地的浪漫文化，可踏浪观海，
寻访文人古迹。其中，海上巴士将
行至“日月石”附近，邀乘客共赏奇
石美景。“日月石”也叫夫妻石，远远

望去，呈“心”型结构，被当作永恒爱
情的象征。据说，“海枯石烂”中的

“石”指的就是日月石。
除了天涯奇石，南山海上观音

亦是海上不可多得的景观。船行至
南山景区，南海汹涌的波涛似乎也
在此处逐渐归于宁静。南山景区仿
唐风格，建有仁王殿、大雄宝殿、东

西配殿、钟鼓楼、转轮藏等，依山就
势，错落有致，庄严肃穆，清净幽
雅。景区海上景致秀美，108米高
的海上观音像高高耸立，观音圣像
一体化三尊，一面是手拿莲花，另一
面是手拿金书，还有一面是手拿佛
珠，宝相庄严，巍峨壮观，成为不少
到访鹿城的游客的“打卡”景点。

行游景区：坐收靓丽风光

■ 本报记者 林诗婷

新春佳节即将到
来，此时的南滨鹿城汇
聚了不少来自天南海
北的游客，前来感受浓
郁的南国年味。三亚
有细软洁白的沙滩，有
新鲜爽口的海鲜，还有
各具特色的美丽乡村、
田野风光，但最为吸引
人的，还是那片清澈湛
蓝的大海，曼妙椰林、
习习海风，令不少对大
海有深厚情结的人为
此驻足。

漫步海滩、观赏海
景，不失为感受鹿城魅
力的一种方式。不过，
既然来到滨海城市，何
不来一次放松身心的
畅快之旅，深度体验大
海的别样风情？如今，
三亚推出了不少花式
玩海旅游产品，例如海
上观光巴士，它串联起
六大景点，乘船出游，
移步皆景，来品一场丰
富的滨海风情盛宴吧。

如何同时饱览鹿城精品美
景？乘坐海上巴士出游不失为完
美选择。目前，三亚新推出“海上
看三亚”观光航线，串联起六大景
点，包括三亚港、国际邮轮港、东
岛、西岛、南山、天涯海角日月石
等，无需舟车劳顿，便能一次性饱
览鹿城岸线、岛礁、标志性景区等
景观。

当游船缓慢驶离鹿回头公共
码头，2.5小时的海上之旅正式开
启。乘船出海，不仅能感受海面的
波澜壮阔，欣赏海天一色的曼妙美
景，还能从不同角度品味城市的独
特魅力。游船沿三亚港而行，海浪

舒缓温和，坐在船中或是倚靠甲
板栏杆，举目远眺均是美景，既能
感受琼岛南滨渔港的魅力，品味古
老港口的沧桑历史，还可远观三亚
岸线，坐收现代滨海城市的美景。
船游海面，椰林婆娑、海岸迷人，沿
岸高楼、酒店林立，沙滩上游人如
织，近岸停泊的船只、游艇沐浴着
和煦朝阳，目之所及皆是舒心景
象，游客徜徉于城市美景间，感受
着浓郁的度假氛围。

游船缓缓经过南边海渡口，
所到之处，景观又有新变化。在
三亚国际邮轮港，其南侧是鹿回
头风景区，北侧是延绵22公里的

椰梦长廊，西侧则是著名的东岛、
西岛，鹿城岸线美景坐收眼帘。
更不容错过的是，每天18时30分
许，三亚国际邮轮港上演梦幻灯
光秀，五彩绚烂的灯光在建筑上
打造出奇幻、特色的图案、花纹、
文字，灯束映射海面，粼粼波光犹
如奇幻星光，是三亚夜游重要观
景点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三亚海上巴士
全舱客位为349个，包括下层普通
客舱、上层VIP客舱及两个豪华贵
宾厅，二层甲板、三层甲板近岸开
放，可实现360°观景，乘船观海定
有难忘回忆。

尽览岸线：感受魅力城市

若想探索更绝美的海上秘境，
在三亚不妨择一二海岛游玩，感受
滨海岛屿的曼妙风情。海上巴士
的路线途经东岛、西岛。

东岛又称鸟类天堂、神秘之岛，
是一个面积大约为1.5平方公里的
珊瑚岛，呈长条状，长度约为2400
米，宽度约为1000米，岛上林木茂
盛，风景迷人多姿，海水清澈透明，
周围的海域生长着大量的珊瑚，属

于国家珊瑚保护区。东岛是中国最
南端的自然保护区之一，有大约10
万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红脚鲣
鸟常年聚集于此。岛的上空，时常
见到大批鲣鸟腾空而起，在小岛上
空盘旋、飞舞、鸣唱，远远望去，像一
簇簇在天空中绽放的白色花朵，耀
眼迷人，蔚为壮观。船经东岛，不妨
拿出相机抓拍美景，碧海蓝天、鸟儿
翩飞的景观颇具吸引力。

西岛又名玳瑁岛，位于三亚湾
内，全岛面积2.8平方公里，居民
4000多人，世代打渔为生，拥有四
百年历史，称为“海上桃源”，这也
是三亚著名的滨海娱乐旅游目的
地，水上运动项目颇为丰富。近年
来，三亚着力打造西岛美丽渔村，
建设了一批特色民宿、书屋以及文
创产品，想感受渔家风情、文艺氛
围的游客可以去一探究竟。

乘风破浪：品味秀美海岛

三亚海上巴士航线
每天 9 时 30 分发船，途经
三亚港、西岛等六大景
点，全程往返时间为 2.5
小时，游客可网上订票预
约或到鹿回头公共码头
现场购票。

冬季海面风大浪急，
乘船出海建议穿着防风
衣物，更好地体验海上线
路。

航线中的南山景区
站点，游船将视海况影响
才能决定是否停靠；同
时，若需登岛逛景区，还
需另购买景区门票。

深玩

黎家船型屋客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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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贴士

三亚海上巴士抵达南山景区
码头。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海上巴士航行在三亚湾附近海域。本报记者 武威 特约记者 陈文武 摄

土窑鸡“公道餐”。

大
丛
新
村
的
船
型
屋
客
栈
。

地址：海口市金盘路30号 邮编：570216 总值班：66810666 广告许可证：琼工商广字015号 广告部：66810888 发行部：66810999 海报集团新闻热线：966123 邮发代号：83—1 报费：每月45元 零售每份1.5元 昨天开印时间3时20分 印完：5时50分 海南日报印刷厂印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