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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味

■ 小米飞猫·罗伶

阔别三年之后，我再次登上黎
母山，这是我最初遇见琼中的地方。

六月的海南正被热烈的阳光灼
烤，但琼中依旧很凉爽，夜晚我还需
添一件薄外衣，黎母山更是山风送
爽，空气中满是润人的湿度，这令我
感觉通体变得轻渺。

黎母山巅看群山绵延

通往黎母庙的水泥路宽阔平
坦，在原始雨林中蜿蜒延展。三年
前这条道路还在施工中，我是在坑
洼中颠簸而行的，并且还频繁地与
下山的工程车会车，一路走得很艰
难。三年后再次来访，已是一路顺
畅，美景相伴，就像琼中的许多地
方，三年来悄悄变得更加美丽。

黎母庙在道路尽头的山巅之
上，它并不恢宏，甚至更像一间山野
寒舍，却有着俯瞰五指山脉广阔大
地而母仪天下的气势。无论是站在
黎母石像下，还是拾阶而上来到黎
母庙前，极目远望，都能看见山谷里
广阔的平原和绵延的山脉，都能被
这一份空明、幽谧、旷渺、安详的气
息环抱，这时候，谁都会卸下盔甲、
面具，回归本真和最初的纯净，我也
一样。

三年前站在黎母庙前，我初识

琼中。三年后站在这里，我写完了
第二本关于琼中的书。我说——黎
母，我是小米，我来看您。谢谢您让
我遇见这片美好的土地，祝愿它地
杰人灵、风调雨顺。

告别黎母庙的时候下起了雨，
黎母山镇的朋友们说这是贵人出门
时才会有的礼遇。当我来到半山腰
处的林场场部那间新建成的学而山

房的时候，它的主人也对我说了同
样的话。

山谷中的清雅驿站

来到黎母山的人们有些也许是
要在圣山之地呼吸醉人的空气，领
略如织的美景。他们成群结队，或
孤身前来，都想要给自己的心灵找
一个静泊之所。三年前，半山腰的
林场场部有两间客栈，成全了那些
游山和渴望遁世的人们这份心愿，
给了他们无数安眠好梦的夜晚。三
年之后，学而山房又给了想要在大
山中偷得浮生半日闲的人们多了一
个选择的方向。

学而山房是山谷中的一栋钢筋
混凝土的三层楼房，三年前它是一
所废弃的学校，三年后的今天，它被
重新设计、改造、修缮，变成了一个
清雅的驿站。

背靠青山，溪水从庭前流过，拾
阶而上，院落中植被葱茏，这是学而
山房给我的最初印象。楼房的主体
结构没有太多的改动，但外侧延伸
出的露营区加入了钢架结构的支柱
与原木的门板和露台赋予了它更多
元的色调与韵味。

一楼的教室被改造成了书画
室、黎陶坊、创意工坊，以及亲子活
动场所。走廊的尽头有一间大大的
多功能厅，摆放着两排原木长桌长
凳，这里可以是餐室、茶室，也可以
是游山的人们相聚而欢的活动室。
落地玻璃之上卷帘半掩，窗外的绿
色倾泻而入，令这雅致的空间多了

一份山野的气息。
二楼和三楼的教室则改造成

了客房。每一间客房大小不一，都
透着宁静、舒适的和风韵味。没有
床，榻榻米席子铺满地板，房间的
一隅摆放着一条长长的木台，墙上
挂着的树枝也是山居之房最应景
的装饰。这样雅致的客房，有书，
有茶，有音乐，可以发呆、作画、写
字、练瑜伽，然后席地而眠，这是我
喜欢的。

二楼走廊的两端是保留了阳台
状态的开放式的咖啡座，顶部用草
帘遮阳，地板用原木铺就，视野开
阔，毫无遮挡。坐在那里就像坐在
一片绿植当中，与大自然的景色全
然交融，并且能将远山尽收眼底。
雨后的青山被云雾缭绕，阳光洒落
在咖啡杯里，心跳声都能令杯中泛
起光的涟漪。而此刻如若耳畔恰好
响起了高山流水的古筝曲，每一个
音符落在心上，都能开出一朵莲花，

那将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
学而山房的主人希望能在餐

饮、住宿、娱乐功能之外赋予它更多
意义，并且希望能打造一个黎族民
俗文化展示区，让更多来到黎母山
的人们对黎族的历史与文化有更深
切的了解。我希望这样的愿景最终
能实现，也希望在黎母山能有更多
原乡韵味与现代风完美结合的驿
站，在给予人们山居慢调生活鼓励
的同时，也能担当起弘扬与传承海
南本土文化的责任与使命。

阔别三年，重回黎母山，回到我
最初遇见琼中的地方，这里的确有
了许多变化。黎母山依旧秀美，微
雨中娇容轻掩，阳光下仪态万千。
一如在琼中的日子里，我经历过的
那些美好的时刻，那些必须用眼眸
定格，用心承载的景致，都是我此生
最温情的遇见。

幸会，黎母山。幸会，琼中。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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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陵城的春天，最适宜的踏春
活动莫过于到梅花山赏梅。探梅、赏
梅是南京的民俗。南京植梅始于六朝
时期，至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梅
花山的梅园则始建于1929年，如今植
梅面积有1500多亩，近400个品种共
1.3万余株梅树，被称为“天下第一梅
山”和“中国第一梅花山”。

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竞相开放，层
层叠叠，云蒸霞蔚，繁花满山，一片香
海。

看完南京的梅花，还可以一路向
东，到达上海。上海的淀山湖梅园和
梅花山一样，都在“中国四大梅园”之
列。

春季到了江南地区，除了赏花不
可错过，还有新鲜出炉的青团不可错

过。在上海的街头，常常能看到人们
排着长队购买青团。此时正是艾草生
长最好的季节，艾草嫩绿，最适合摘回
来制作艾叶糍粑。

用艾草汁裹和糯米粉做出来的青
团绿油油的，淡淡的芳香里裹着的是
红豆、肉松等馅料，喜甜口或喜咸口各
自选择。

桃花、梅花、樱花较为常见，许多
人没有看过的是杏花。在北京，就可
以赏到杏花。北京五环内最大的杏
花林，就藏在天坛公园的西北角。公
园随处都是历经几百年风雨洗礼的
葱葱苍柏，间或看到红的梅花、黄的
连翘、白的杏花，也如古柏一般，姿态
苍劲。

天坛杏花林里种植的近200株杏

树，一部分是清代栽种，距今有百余年
春秋。百年老杏树，冠大枝垂，和那些
苍柏相得益彰，多了一份刚柔相济的
妙趣。当下时节，杏花次第开放，轻风
一吹，香溢满园，一树树的杏花烟雨凭
添春日之美。

TIPS：到北京赏花不要错过“寒
食十三绝”。“寒食十三绝”相传是在
清代之后才开始流传的命名，分别是
驴打滚、艾窝窝、糖耳朵、糖火烧、姜
丝排叉、焦圈、馓子麻花、豌豆黄、螺
丝转儿、奶油炸糕、硬面饽饽、芝麻酱
烧饼和萨其马。有民俗专家表示，

“十三”指的是十全十美 ，再加上
“福”“禄”“寿”三者，取的是吉祥圆满
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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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梦晓

阳 春 四
月，芳草始生，
油菜花香，杨
柳泛绿，正是
一个远足踏
青、亲近自然
的好时机。

每逢四月
踏青游，都会
形成短途出行
和国内赏花旅
游的小高峰。
如果还没有想
好去哪里，又
不想凭白辜负
好春色，本报
记者为您推荐
了岛内外部分
赏花好去处，
可以作为参
考，来一次说
走就走的旅
行。

从海口一路向南，可以赏花的地
方着实不少。一路繁花似锦，一路缤
纷多彩。

在海口，就有花卉大世界、海口香
世界等地可以赏花。到了文昌，有琼
北大草原。继续向南则到了琼海，塔
洋镇的樱花、龙寿洋的千亩花海都名
气在外。三亚的凤凰花海也是赏花好
去处。

格桑花、薰衣草、茶花、迷迭香、矢

车菊……沿着海岸线星罗棋布的一处
处花海，构成了最富有诗意的海南春
天。

如果仅仅是赏花，未免显得单
调。赏花的同时，也要搭配上别的节
目才好。

到了三亚凤凰花海赏完花，可以
去看太阳马戏团的节目《阿凡达前
传》。

节目讲述了在电影《阿凡达》里人

类涉足潘朵拉星球的3000年前的故
事。大帐篷演出、融合原始风情的服装
设计、栩栩如生的木偶生物和如梦似幻
的大自然采集原声，都是演出中的亮
点，等待你的绝对是一场视觉盛宴。

TIPS：海南居民观看《阿凡达前
传》可享受5折优惠票价。可以通过淘
宝、美团等网络购票渠道先买好票，再
凭身份证到现场更换门票。

说到赏花，油菜花已经火了好些
年。赏油菜花，自然是去有着“中国最
美乡村”之称的江西婺源。

在婺源，成片的油菜花在清明
前后开得最为明艳。余邵诗云：

“油菜花开满地黄，丛间蝶舞蜜蜂
忙；清风吹拂金波涌，飘溢醉人浓
郁香”，正是油菜花开时最真实的
写照。

在婺源，几乎每个村庄都开着油
菜花。而村庄与村庄间的石板路旁、
河边、山坡上、幽谷里、古宅旁、公路边
也都开满油菜花。

实际上，婺源之美不仅有黄色的
油菜花，还有洁白的梨花、粉嫩的桃花
和许多不知名的野花，将田间装扮得
热闹非凡。

婺源之美不仅有百花的点缀，更
有山水与村庄和谐之美。漫山遍野的
油菜花与层层梯田、徽派古宅相映成
趣，大批游客陶醉在这如诗如画的场
景中。漫步于乡村的石板路，穿过溪
河的石拱桥，在徽式农舍中，洋溢着安
逸和温暖。

如果不到婺源，云南罗平的万亩
油菜花也是不错的选择。而在素有

“西北小江南”之称的陕西汉中，汉中
南郑县平川、丘陵、山区23万亩油菜花
竞相怒放，错落有致。畅游乡间，信步
走到田间地头，眼际间只见一片金黄，
蜂蝶飞舞，花香四溢，仿佛步入春天金
黄色的海洋。

TIPS：4月中旬绝大部分油菜花走
向谢幕。婺源通了高铁，到达会更加
便捷。住宿方面，从五星级酒店到度
假式客栈，再到独具乡村特色的农家
乐，各种风格的住宿应有尽有，在乡游
网上预订较为方便可靠。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海南人的一天，是从一碗粉开始的。在“海南
粉界”，除了海南粉、抱罗粉、陵水酸粉等“泰斗”之
外，后安粉也占有一席之地。

后安粉产在万宁的后安，因后安镇这个地名
而命名。从万城出发，驱车十余分钟便可到达后
安镇。后安镇是一个小镇，镇墟主干道的两旁开
了许多的粉店，经过时总令人忍不住停下车子细
品一碗正宗后安粉。

后安粉有它的传说。据《万宁志》记载，早在
宋代，勤劳的后安人就已经制作出后安粉。当时
的后安物产丰富，有一闯荡江湖的恶徒到后安逞
凶作恶，老百姓深受其害。后来，后安镇上一名武
功超群的青年挺身而出，带领大伙把这恶徒赶跑
了。有位年方16岁的姑娘，爱上了这位小伙子，
就精心挑选了特产海鲜，熬制了粉条汤，答谢这位
青年，以示爱意。由于味道鲜美、独特，便流传至
今。

现在的后安粉汤底的制作，多是猪骨、粉肠、
大肠、猪内脏等熬成，少许虾米打底。后安粉条，
取当地特产的优质灿米用手工石磨磨成米粉，调
成粉糊后用蒸盘烫成白嫩晶莹的粉皮，再切成条
状。将粉条和葱花，加上一整颗用汤底煮好的鸡
蛋，配与大肠、小肠等等，再注入滚烫浓香的后安
汤，一碗飘香的后安粉就制作好了。

早餐吃后安粉，可以用一碗浓汤敲开了一天
的忙碌。浓汤将猪肉煮得极为入味，松软的肉片、
切段的粉肠只需轻轻咀嚼就化开，裹挟着肉香入
肚。粉条的米香浓郁，经过热汤浸泡有了肉的滋
味，暖心又暖胃。粉汤吃完了，肉片吃完了，肉汤
也要全部喝掉，这才是吃一碗后安粉的正确操
作。而从另一面也可以看出，后安粉真的是极其
美味，否则挑剔的食客又怎么会将一碗粉吃得连
汤都不剩？

如今，这种从万宁市后安镇走出来的小吃，已
经遍布海口。无论是大街上招牌敞亮的大店，还
是深藏于幽静巷子的小店，后安粉无疑已经成为
了颇受欢迎的小吃。

在海口金盘就有一家开了十多年的万宁后安
粉店，除了过年放7天假外，其他的任何时候都是
24小时全天营业。从早到晚，每每经过粉店，总
有后安粉浓汤的香味传出。老板娘正是万宁后安
人，她来海口开店的时候，海口的后安粉汤店还不
多。许多人一开始是出于好奇来店里吃粉，没想
到就吃成了十几年的回头客。

万籁俱寂的深夜里，只有路灯和稀疏的车辆
作伴，这家粉店的灯光依旧亮着。有三三两两的
客人光顾，点上碗后安粉，依据口味放入黄灯笼辣
椒或者白胡椒粉末，把粉的味道提得鲜辣，继而食
指大动，饱腹感紧接着袭来。夜深了，人也困了，
吃饱喝足，深夜里的人们回家睡了。

而此刻，唇齿还沉醉在那浓香的汤水之间，忘
却那些凡事的骚扰，有什么烦恼也是第二天的事
情了。

一碗后安粉
浓香留舌尖

黎
母
山

千亩花海齐绽放

油菜花开满地黄

最是梅花盛开时

后安粉。本报记者 王凯 摄

黎母山上一片葱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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