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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春时节，万物复苏，
南国的纬度低，春比北方
来得更早一些。

此时此刻，昌江黎族自
治县七叉镇，荒野外、溪岸
边、山谷中，木棉的红叫醒
了春天，一片春意不胜收。

周末，自驾前往昌江
赏木棉的游客极多，一场
和春的约会，成了许多人
来到七叉镇的默契。赏完
木棉，又可一览昌江霸王
岭春色，在棋子湾戏水，一
路春色，一路烂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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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不同皆有景

我初次去拜访堑对村是早春二
月。万物复苏，满眼皆绿。从县城抵
达和平镇墟仅需40分钟，堑对村距离
镇墟也仅有三公里的路程，全程都是
平地。抵达镇墟后，我驶上一条狭窄
的弯月型漫水桥，它曾经是人们往来
于镇墟和堑对村之间的必经之路。虽
然后来在不远处建起了一座高大上的
新桥，但我仍喜欢置身于矮矮的漫水
桥上，被两旁几乎与桥面齐高的河水
包围着的感觉。

漫水桥尽头临水的山坡处有一棵
神奇的榕树，据说年岁很高了，当镇上
的老人们还是孩子的时候，榕树就已
经长在那儿了，但是数十年来始终保
持着他们儿时看过的样子，没有再长
大、长高，也没有变老，永远都是枝繁
叶茂，郁郁葱葱的模样。在晴朗的日
子里，站在榕树旁的位置，那么近距离
地看着万泉河水从上游流下，穿过涵
洞冲击着水中的石块，溅起白白的水
花，再顺着水流的方向看远处的青山
和沿岸的楼房，那真的就是一幅灵秀
的山间水乡的画卷。

两公里的村道并不长，我的左手边
有一弯河水护驾，陪伴我来到堑对村的
村口。

在此之前，我曾经看过堑对村的
照片，但是当我真正站在它面前的时
候，还是惊呆了。一片黄墙红瓦的漂
亮房子和一片波光粼粼的大河面，就
这样赫然铺展在我眼前。河水在两
座青山之间一望无际地流淌，它将蜿
蜒30公里，奔向下游的牛路岭水库，
这是它早春二月时的样子。可你能
想象吗？在清明节过后，河水将渐渐
退去，我眼前的这片大河面就会变成
一片广阔的草原，人们可以在那里自
由奔跑！

在水满的季节，我沿着村边的河
岸慢慢走，风从远处吹来，清澈、微凉，
像温婉的问候；蓝天白云以及青山的
轮廓映在河面上，像平铺的画卷，偶尔
清晰，偶尔模糊；阳光照着远处的一叶

小舟，那拉网的人便成了剪影，若隐若
现；岸边的小菜地里蔬菜正嫩，豆角的
藤蔓在竹竿上缠绕，木瓜树上已是果
实累累，我举着相机横扫眼前的景致，
或透过枝叶和果实的缝隙窥视周边，
任何一个角度都能定格出一幅绝美的
图片。

在长草的季节，河床上大片的庄稼
连接着两岸青山，毫无缝隙肆意地绿
着，像一个广阔的，不受四季羁绊的，永
不枯萎的峡谷草原。岸边停靠的小舟
旁已长出了杂草，在漫长的夏日里，它
散发着一个逝去的季节残留的气息，我
不知道它已经寂寞了多久，当朝阳和夕
晖照耀船舷的时候，我知道它一定渴望
再度荡桨。

这是堑对村四季不同的风景。

河畔民宿享清净

像琼中许多的村子一样，堑对村很
宁静。村民们的房子建在河畔，它们都
是风格统一的两层小楼房，黄墙红瓦透
射出鲜活的朝气，家家户户都有一个白
色栅栏围起的小院子，那里已是繁花盛
放。三面环山，一面向水，河光山色浑
然天成。

其实，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这
里并没有河流，它原本是种植水稻的农
田。堑对村的村民也并不居住在这里，
老堑对村在一个低洼而交通不便的地
方，后来牛路岭水库建成了，库区蓄水
之后，那里被淹成河，被淹没的同时还
包括了老堑对村的土地，于是他们便整
村搬迁到了这里。

如今，村民们在山坡上种植槟榔、
橡胶和益智作为主要的经济来源。冬
天的时候，便会在河里捕鱼捞虾拿到市
场上贩卖，夏季又在河床上种植玉米、
花生以及一季水稻，从而获得了更多的
经济收入。勤劳的他们还有更多的梦
想，他们想与更多的人分享这个山水秘
境中所有的美好，他们想看到更多山外
的游人纷至沓来，流连往返，也为宁静
的村子带来更多的欢声笑语，所以，有
些村民便将自家多余的房间装修成了
民宿。目前，堑对村已有15间可供游

人下榻的民宿了。
在村子较高的坡地上有一栋霸气

的三层小洋楼，外观很精致，木质门廊
和窗户自带浓浓的乡村气息。这是村
子里最高的建筑，它有一个种满各类植
物，生机盎然的院子。院内一侧竖着一
艘小木船，上面写着“堑对民宿”，左侧
有个木质凉亭，旁边摆着一艘小木船，
船上紫色的小花悄然绽放，清雅入骨。
这是堑对村截至目前最具规模的民宿，
一楼有一个正厅，主人家住在两边的房
间里，二楼、三楼共有五个客房可供游
人入住。

我很喜欢“堑对民宿”的内饰，它不
是那种将原始乡土风进行到底的调调，
反而很精巧、雅致。最厉害的是，“堑对
民宿”的三楼有一个超大的露台，站在
那里，就能俯瞰村子里漂亮的房子、艳
红的屋顶，以及宽阔的河面、青山之间
向下游延伸的河道。露台上还有两个
秋千椅，朝向最美的河景，在薄雾褪尽
的早晨、阳光倾洒的午后、夕晖浓抹的
黄昏，坐在那里，慢慢摇晃，摇晃，极目
远望，远望，我只想说一句话——这样
的快乐有恃无恐。

与村民同乐的欢喜

住在堑对村的民宿里，每天吃什
么完全不是问题。距离村子不远的地
方有一家农家乐，店家的厨艺完全不
输城里的大厨。人们还可以与村民一
起共进早、午、晚餐，每天的食谱由村
民来定。

来到堑对村的人们，可以乘船去看
沿河的风景。距离村子5公里的岸边
有一块正面形似大猩猩、背面如虎背的
大石头，老人们称它为“虎石”，纯属大
自然的杰作，很有观赏价值。沿河的某
处还有一个人称“手茅长”的景观，因河
水流经两岸青山，形成长袖飞舞的景观
而得名。在河道的十多公里处，还能看
到灯火岭水域的美景，因为那里河道变
窄，青山簇拥、奇石遍布，透着“河身如
带势环弯，一线中流两岸山”的幽秀之
美，所以，人们称它为“小三峡”。

不想游船河的人们可以和村民一
同驾船去河里撒网捕鱼，带着满满的收
获回到村里料理。再跟村民一起上山
砍竹子，一起做黎家竹筒饭。夜幕降临
时，在看得到星空的院子里大快朵颐、
豪饮欢唱。夏天来临的时候，还可以在
大大的河床上采摘玉米、花生，或者到
堑对村的万亩果园去认种一棵属于自
己的榴莲蜜、牛油果、人心果、莲雾、红
心柚、柠檬等果树，三年后，它们将会硕
果累累，丰收的快乐将唾手可得。

而我，会在村子里溜达，拜访热情
的村民，喝着村妇们每年端午节当天在
山里、溪畔采来的上百种神草，与50度
的白酒和野生蜂蜜一同炒制的五月茶，
让淡淡的中草药味道和蜂蜜的微甜满
口浸溺，让通体清凉透彻。我喜欢看她
们煮茶时的样子，喜欢听她们闲聊时爽
朗的笑声，喜欢她们明亮的眼睛，因为
这一切都会让我相信这个世界没有硝
烟，始终纯净，永远安好。

堑对村就是这样的一个能让人安
静下来的地方，每一个季节的转换带
给它的永远都不会有肃杀和衰败，只
有美和更美的景致，这简直就是一个
神奇的秘境。

几树半天红似染，居人云是木
棉花。

又到木棉花盛开的季节，在海
南昌江、五指山、保亭等地，路旁肆
意绽放的木棉花，似乎在告诉人
们，转眼已是又一春。

近几年，由木棉花衍生而出的
木棉花茶，受到人们热捧。中医认
为，木棉花味甘、淡、性凉，有清热
利湿、解毒祛暑、止血的功效。

研究茶文化18年的徐雪燕对
木棉花情有独钟。“十几年前，我就
在广东品尝过用木棉花作为辅材，
温火慢熬而出的粥品，那时候，我
就知道木棉花具有药用价值、养生
价值，适合食用。”徐雪燕说。

“我希望自己既懂得煮茶品茶，
也能从种茶开始，把控茶叶质量，做
好茶文化。”徐雪燕说，2015年，在
五指山市通什镇什会村采用“公
司+农户”的扶贫发展模式开辟茶
园后，自己便“归隐山中”，每年邂逅
木棉花，总想将它与茶联系起来。

从2016年开始，徐雪燕开始
试着制作木棉花茶。“我不忍心去
采摘还在绽放的木棉花，又希望用
整朵新鲜花朵制作木棉花茶，所以
在成熟的木棉花刚刚掉落在地上
时，我们便把它捡回来，进行二次
挑选，确保木棉花的新鲜完整，正
因为这样，木棉花茶很‘低产’。”徐
雪燕说。

捡花、清洗、选花、萎凋、预烘
烤（干燥过程），出炉。看似简单的
步骤，徐雪燕却因为追求完美，试
验了近1个月的时间。2017年木
棉花盛开季，徐雪燕才将上佳的木
棉花茶呈给喜欢花茶的客人品尝。

“我在南方城市出生，我们常
把木棉花称为英雄花，它盛开时红
得像火，而作为一种花茶品种，它
又给人一种色彩柔和，入口清香的
婉约美。”徐雪燕说。

“湿气重的人适合饮用木棉花
茶，建议每周饮用一次。”徐雪燕
说，近几年，省内外游客都喜欢到
海南欣赏木棉花，如果游客们能坐
下来静静品尝一杯木棉花茶，也是
一种惬意享受，木棉花的花语很浪
漫——珍惜你身边的人，珍惜你眼
前的幸福。

不仅如此，木棉花还可以用来
煲汤、煲粥、煲凉茶，甚至可以做
菜，也是食疗的好材料。

在传统的广东凉茶“五花茶”里
就有木棉花，人们还可以用干木棉
花瓣15克、金银花10克、白菊花10
克，一起加水煮沸，代替茶饮。

木棉花、金银花和白菊花都有
清热作用，木棉花清热凉血、金银
花清热解毒、白菊花清肝明目，三
者合用更增加清热凉血和止痢作
用。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在饮用含
有木棉花成分的茶时，也要根据个
人体质适量服用。

徐雪燕说，如今到什会村茶园
进行观光的游客，还可以和当地农
民一起上山采茶，体验炒茶工序，
若是恰逢木棉花盛开季，还可以品
尝到木棉老鸭汤等系列生态茶餐。

“除了木棉老鸭汤，我们还为
远道而来的客人准备了红茶米饭，
茶香排骨，白茶汽锅鸡，绿茶豆腐，
抹茶甜点等茶餐。”徐雪燕说，可能
有些人想象不到，用茶做原料，可
以做一桌全茶宴。

生态茶餐诉说着中国茶文化
的博大精深，而在什会村品尝生态
茶餐，还可以深入了解海南黎族苗
族传统文化、在热带雨林里进行绿
色呼吸，一举多得。

每一个品尝过生态茶餐的人都
对茶有了更深入的理解，茶不仅可
以饮用，还能够回归生态，成为一道
道精致的菜肴，这份创意值得点赞。

春意盎然，这时的你，不妨放
下心中烦忧，去寻一杯木棉花茶，
品一餐全茶宴，迎接美好生活。

西线高速路口—排岸村：

从西线高速公路叉河、
霸王岭互通处出口，沿叉河
互通行驶 2.5 公里，左前方
转弯进入 G225，沿 G225 行
驶 8 公里到达排岸村路口
处，右转进入排岸村，行驶
0.3 公里到达木棉景观点。
在这里，游客可以拍到火车
铁路木棉。喜欢骑自行车
的游客，在观赏木棉花之
余，还可以环绕山野公园自
行车慢道，感受田园风光美
景，亲近大自然。

昌江霸王岭—宝山村：

从西线高速出口至霸王
岭约20公里，沿着华润水泥
厂的指示牌走，到达霸王岭
后继续向东南行驶约6公里
就可到达木棉花最佳观赏
地点——木棉花观景台。

太坡高速路口—宝山村：

从石碌县城往东南方向
走，过石碌大桥上第一个坡
向右行驶约 26 公里就可到
达霸王岭，那里有“林家乐美
食城”和“林海酒家”，还有

“雨林老屋度假酒店”和“雅
加山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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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海口到昌江，走西线高速需要差
不多3小时的时间。而后行走在县道
上，前往七叉镇大章村委会的宝山村，
那是昌江野生木棉树最集中的一个村。

车子前行，绕过一段山坡，一幅壮
丽的画卷即刻拉开：一处不同凡响的盆
地，四周山岭环绕，中间田野间小路纵
横，村落星罗棋布，远处的山峰在袅袅
烟雾中呈现，山坡上、田野里，一棵棵木
棉树花红似火，在旷野中闯入眼帘。挺
拔的大树孤傲地矗立在田野中，一树红
花，鲜艳夺目，万绿丛中一点红，只需一
眼，木棉花就给人带来了视觉上的震撼
和享受。

一路前行，木棉花渐渐多了起来，
在田野里铺洒开来，眼前所有物体的颜
色顿时变得鲜活起来，田绿了，树红了，
一切都充满了生机。远处，轻纱般的白
雾飘浮在山腰中间，像一条洁白的哈达
围绕在姑娘美丽的脖颈间。

昌江缘何会种下这么多木棉？当
地村民说，相传古时有位英雄叫吉
贝，他多次率领黎族人民抗御外敌，
屡建战功，得到人民的爱戴。后因
叛徒出卖，吉贝被敌人围困在大山
上，身中数箭，仍屹立山巅，身躯化为
一株木棉树，箭翎变为树枝，鲜血化
成殷红的花朵。后人为纪念他，尊称

木棉为英雄树，把木棉花称为英雄
花。黎族人民为了表示对民族英雄吉
贝的怀念与崇敬，每逢男女结婚之
日，都要精心种一株木棉树，因而木
棉也是爱情的象征。

春风徐徐，如果驱车前往五指山等
地，在昌化江流过的区域，也都能见到
花开绚丽的木棉。保亭的七仙岭下也
有盛开的木棉，已有不少摄影爱好者
聚集在这里，准备开始拍摄之旅。当
大地和山林的颜色还未全部苏醒，春
天嫩绿的芽和冬天残黄的叶，黄绿交
替中木棉绽放，极高的色彩饱和度给
人以美好的视觉体验。

到昌江春游，除了观赏木棉花，还
有霸王岭国家森林公园、棋子湾旅游度
假区、海尾湿地公园、昌化岭等众多的
旅游景点和路线。

霸王岭因特殊的地形地貌和丰富的
热带雨林吸引了许多游人。霸王岭的雅
加景区有情道、霸道、天道，鸳鸯潭、情人
谷、雅加大瀑布、蟒王、霸王石海、红花天
料王等景点。白石潭景区的钱道有根抱
石、独木成林、金腰带藤、迎客榕、见血封
喉等景观。在探险旅游区，游客可以进
行绝壁攀援，丛林穿越，江河寻源、溶洞
探险、昌化江漂流等，乐趣横生。

棋子湾位于昌江西部，因为有许多
天然形成的鹅卵石“棋子”，棋子湾因此
得名。棋子湾的特点是石多沙白浪
静。海岸奇峰林立，怪石嶙峋多姿，色
彩各异，如：祭海石、观鱼石、怪石群、仙
浪洞、火焰石等。

棋子湾最吸引人的是它的浑然天成，

“帆船石”仿佛天然的屏障，把湾内外分割
开来，湾外波澜壮阔，湾内水面波澜不惊，
游人临石望海，无不叹为奇观。“治癣
沟”——一道源于昌化岭的山泉小流，经
山岩间千回百转于湾内入海，流水常年不
枯，成为天然的淡水浴场。

昌化岭风景区位于石碌镇西50公
里的海滨，十里九峰，雄伟峻峭。

昌化岭上岩洞繁多且奇特，而首
绝当推岭巅之洞天仙境，它由六块巨
大的岩石垒成，巨石底面平整光洁，
石层下有一深洞，四周奇花异草悬
生，幽雅别致。洞的中间有一圆井，
深约六米，井水清甜，人们名之“玉
液”。洞中又有一条 20 多米长的石
缝通道，人称“一线天”。天成的两个
景观引人雅趣横生，博得“玉液一泓
天一线”的美句，洞前有一石桌，亭中
有一石条，可以用来闲憩或进行别具
风味的野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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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在微信朋友
圈发了堑对村的照片，很意
外地收到了不计其数的点
赞。有朋友问——你去了
地中海的哪个小镇？我说
那是海南琼中黎族苗族自
治县和平镇的一个黎村，一
个被称为“春夏的草原，秋
冬的海”的地方。又有朋友
说，他要在那里养老，就它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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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尽享木棉红

登高戏水乐趣生

小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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堑对村红屋顶的房子。

堑对村旁的河流。

木棉花茶

一艘游船搭载着游客，在昌化江
畔木棉花的映衬下畅游。
本报记者 苏晓杰 通讯员 黄宾虹 摄

昌江七叉镇宝山村木棉花下的田园风光。 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