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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味

外国“吃货”
爱上海南佳肴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近日，在海南拍摄美食的澳大利亚SBS广播
公司“美味的目的地——中国美食”栏目摄制组成
员非常开心，大家在拍摄的过程中，不仅了解到海
南的风土人情、美食文化，而且一一品尝了海南的
四大名菜。对海南的美食，这些来自异国的“吃
货”们赞不绝口，主持人Adam Liaw（亚当·里
奥）每天的口头禅就是：“Amazing（令人惊讶
的）！”

SBS电视台是澳大利亚的国家电视台，这次
在中国拍摄的大型美食节目，类似于国内的“舌尖
上的中国”，主持人Adam Liaw是澳大利亚家喻
户晓的美食主持人。摄制组一行6人，其中1人
为中方外联制片人，其余5人分别来自澳大利亚
和英国等地，他们的日常饮食以西餐为主，但在来
到海南后，几乎全部改为中式餐饮，对海南人喜欢
保持食材原汁原味的烹饪手法非常认同。

受邀作为嘉宾参与拍摄的海南本土知名美食
家李子说，海南四大名菜不仅在本土久负盛名，在
国外“吃货”的眼中也十分具有吸引力，摄制组从
四大名菜之首的文昌鸡拍起，不仅拍文昌鸡的做
法、成品，还很关注文昌人养殖文昌鸡的自然环
境、饲养方法等，当看到散养的林地鸡在树丛中欢
快地奔跑、啄食、嬉戏时，他们会像孩子一样兴奋
地追着鸡跑。

文昌鸡在海南，不论筵席还是家庭用餐，都很
普遍，海南素有“无鸡不成宴”之说。拍摄之余，大
家最爱吃的也是文昌鸡，一盘肉质滑嫩、香味甚浓
的白斩鸡端上来，原本斯文的女导演Olivia（奥利
维亚）也忍不住抓食起来，蘸着用鸡汤、香菜、姜蒜
蓉、糖、桔子汁、灯笼椒等调制而成的蘸料，配上热
气腾腾的鸡油饭，吃得那叫一个满足！

录音师Gary Lacroix（加里·拉克罗伊）第一
次品尝和乐蟹就停不下来，学着本地人的样子，一
点点剥开蟹壳，将金黄油亮的脂膏吃得干干净
净。这种产自万宁小海的和乐蟹，膏满肉肥，为其

它青蟹罕见，特别是其脂膏，色泽犹如咸鸭蛋黄，
香味扑鼻。

Adam Liaw的祖母是海南万宁人，但他在
澳大利亚出生长大，第一次来海南，对琼岛美食知
之甚少，此行听说海南四大名菜中有两道（和乐
蟹、东山羊）出自万宁，十分自豪。他觉得这趟海
南之行意义重大，不仅可以将琼岛的美味佳肴推
荐给澳大利亚的朋友，于他自己而言，也是一趟非
同寻常的“寻根”之旅。走过祖母曾经生活的地
方，走过出产美味食材的山海，他不时端出相机
来，留下珍贵的影像。

品尝红焖东山羊时，Adam Liaw特别惊奇
的是：这里的羊肉不仅没有膻味，而且是可以连着
皮吃的。他说，在澳大利亚，食牛羊肉非常普遍，
但肉质、口感都与海南的东山羊大有不同。东山
羊因产自万宁的东山岭而得名，其肉质优良，脂肪
分布均匀，皮嫩肉厚、味美、劲道。

产自琼海市嘉积镇的嘉积鸭，同样得到肯
定。虽然嘉积鸭的烹制方法多种多样，例如有白
切、板鸭、烤鸭等做法，但尤以白切最能体现原汁
原味，其脯大、皮薄、骨软、肉嫩、脂肪少，食之肥而
不腻，味道喷香。

此外，还有海南传统咖啡“歌碧欧”也颇受欢
迎，这些堪称“专家级”的美食寻访者，对具有地域
特色和文化内涵的餐饮都充满了好奇，一一尝试
后均给予极高的评价。

SBS电视台节目组在拍摄海南美食。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海南的夏天，和热浪一起
而来的还时常有倾盆大雨。午
后，热气蒸腾之后，乌云密布，
暴风疾雨骤然而至。

夏天的雨来得快去得也
快，几刻钟后，大雨戛然而止，
天空碧蓝如洗，一架彩虹桥横
亘天际之间。空气里的热气也
被大雨带走，温度凉爽宜人。

待雨过天晴，一边感受空
气里的凉爽，一边等彩虹拍照，
岂不快哉？

边逛边吃等彩虹

海口的骑楼是城市的历史
韵味所在，边逛边吃等彩虹，可
以从这里出发。

走进博爱北老街的振龙
坊，两家老盐柠檬水饮品店就
盘踞在路口两旁。无论是选
择哪一家，经典的老盐柠檬
水、黄皮柠檬水等饮品都十分
抢手。炎炎夏日，来一杯冰镇
的老盐柠檬水，心火瞬间就消
减了不少。

按照地图索引，在附近还
可以找到十三小“炸炸”（过油
的各种食材，有荤有素），味道
还是一如既往的实在，酱料也
是炸炸界中的良心之作。私以
为，老盐柠檬水和“炸炸”乃是
天造地设的一对。老盐柠檬可
以优雅地化解“炸炸”的油腻，
饮品中的些许糖分还能中和

“炸炸”酱料的咸口。
吃得太饱如何消食？老街

里的人有自己的方式。就在
几百米开外，是改造过后的东
西湖。铁艺护栏、健身器材、
桌椅等一应俱全，这里已经成
为集休闲健身一体的活动场
所。湖水清澈，摇曳的树枝垂
向湖中，阵阵清风激起湖中微
波荡漾，绿树成荫、花开艳丽，
无不让人心情放松。

闲逛一番之后，又到了下
午暴雨将至的时刻，再回到老
街骑楼下躲躲雨，运气好的
话，雨过天晴，可以从历经沧
桑的骑楼间看彩虹，那样的体
验，妙极了！

在湿地边待彩虹

海口的彩虹常常刷爆朋友
圈，人们惊叹于这一夏日的景
致：彩虹甚至双彩虹、火烧云的
天空，每每雨后，这些都是人们
最期待的空中画面。

美景当然要在空旷的地方
看，凤翔湿地公园就是不错的选
择。荔枝、龙眼、莲雾、绿橙……
这些在老海口人家门前种植的
果树，悉数出现在湿地公园里。
公园里的花草还是初长成的模
样，美舍河水缓缓流过，岸堤保
留着芦苇，公园里还有许多叫不
上名字的野生植物。“岸芷汀兰，
郁郁青青”的描写，凤翔湿地公
园应当是十分符合的。

雨后的凤翔湿地公园空气
格外清新，天空湛蓝如洗。一
转头，一架彩虹桥已经悄悄出
现，从北面的天空，穿越半个城
市，跨到南面的天空。

在楼顶看红霞

要说最容易找的空旷地，非
楼顶莫属。夏日的天空多变，雨
后的晴空忽而出现彩虹，忽而火
烧云的红霞又染红了天空。

站在楼顶，远眺是城市大大
小小的房顶，密密麻麻地组合在
一起，构成一道城市风景线。

雨后的楼顶空气中带着点
湿润，空旷的视野可以最大可
能地看到完整的彩虹。虽然从
出现到消失不过几分钟时间，
但彩虹短暂的精彩与美丽更能
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夕阳西下时，最常见的莫
过于火烧云。每当火烧云“烧”
起来的时候，天上的云一直从
西边烧到东边，红彤彤的，好像
是天着了火，一会儿是半红半
橘，一会儿又是金灿灿的，火红
云边上镶嵌着些许鹅黄、紫色、
灰色，一层层晕染开来，那样绚
丽多彩、千姿百态、瞬间万变，
真是令人目不暇接。

这个时候，静静地在楼顶
站着，感受生活中这平常的小
美好，真不失是件幸福的小
事。

这一季
在海口雨后等彩虹

儋州市峨蔓镇盐丁村古盐场。
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俯瞰爱情谷情侣瀑布。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那些藏在深闺的小众旅游点
有名气的景点人多，没名气的景点景色不一定不好看，一次优质

的出行，目的地很重要。在海南，有这么一批小众旅游点，它们养在
深闺人未识，或者知道的人不多，既没有大量游人的喧嚣，又有不可
多得的美景。

本期，《海南日报·旅游周刊》记者就带您揭开这些小众旅游点的
神秘面纱，去体会不可多得的别样风景。

万宁凤凰山情侣瀑布

万宁兴隆凤凰山的情侣瀑布，也
是一处“藏”在深山的美景，虽然还未
完全开发，却早已吸引了一些“有心”
的游客提前来探访。

这里有保护完整的原始森林，有
神奇的热带雨林景观、叹为观止的奇
石、美妙的爱情谷和景色迷人的瀑布
及清凉的天然泉水泳池。

凤凰山情侣瀑布所在的爱情谷
也极美，身处其中，翘首山腰一片翠
绿生机盎然，抬眼山顶一片云雾缭绕
神秘莫测。由于树荫浓密，整个瀑布
几无阳光晒身，是难得的夏日休闲避
暑胜地。

Tips：情侣瀑布最好是自驾前
往，可在景区附近戏水弄瀑、可沿溪
水漫步观景、可登山寻奇或绕山徒
步欣赏原始雨林，徒步强度可随意
调整。

屯昌油画村

海口往南，经海屯高速，一个小
时的车程便到了屯城。在屯城品尝
过木薯饼和槟榔鹅之后，就可以出发
去往南吕镇的咸六村——屯昌闻名
遐迩的油画村。

在咸六村的村口，一块巨大的石
碑上刻着“画里故乡咸六村”，村里美
景如画，而且村里人作画已蔚然成
风。这里的美，是自然景观与人文传
说的结合之美。

村里有一棵高达30米的见血封
喉古树，相传至少已有 600年的树
龄。树干粗壮得三个人才能抱得过
来，树干之笔直似乎要直触云顶，古
树顶着一头的茂盛非凡的叶子，似一
把撑开的巨伞。

在咸六村，有近百名农民画家，
他们在屯昌县政府的补贴支持下拜
师学艺，从事作画已有五六年的光
景。流淌的河水、静止的草屋、飘动
的白云，人们眼中所有的物象，都能
通过村民画家的笔尖凝固在画布上，
转换为对乡村的热爱。

Tips：咸六村里有农家乐和民
宿，建议周末前往，在村里赏油画，品
咖啡，尝农家菜。夜晚，还可以和村
民把酒聊天，看璀璨星空。

屯昌青澳龙湾温泉

树木葱郁，山水相伴，良田肥沃，
飞鸟栖息。从屯城出发，驾车行走在
屯昌县郊外的小路上，一边欣赏着屯
昌县养眼怡人的生态风貌，一边向南
行驶20余公里就到达了乌坡镇——
一个东与琼海石壁镇接壤，南与琼中

中平镇相邻的屯昌小镇，是一个三地
交界、旅游资源丰富的纯净之乡。

来到乌坡镇青坡村，在一片橡胶
树林的深处，一幅极美画卷便展现
在眼前：小巧的丘陵连绵起伏，树木
茂盛成林，绿意盎然。在小山之间，
弯曲行走的青梯河拍打在两岸的青
石上。

就在这自然造化的优美画面中，
青澳龙湾温泉沿河堤而建，三个温泉
池错落有致，每一个温泉泡池的泉水
都是从小池上边的泉眼喷出，长流不
止。水池修建的深浅也恰到好处，躺
在温泉当中，看着前方错落的美景，
再聆听青梯河流动的潺潺水声，惬意
极了。

当地村民介绍，温泉之所以修建
在小河边，正是因为泡在池里，可以
远观对面的小山，人们在池里似卧龙
一般；再者，青梯河弯弯曲曲环绕村
庄，就像一条龙一样蜿蜒行走，于是
才得了“青澳龙湾温泉”之名。

如今，这个隐匿在丛林深处的温
泉仍旧不广为人知，只有屯昌地区的

“候鸟”和当地的村民常去，非常适合
休憩疗养。

Tips：该景点目前还不收取门
票，可以尽早前去体验。

五指山南天村摘嘉宝果

在五指山市通什镇南天村一片
群山环抱的林地上，嘉宝果已经成
熟。时下，正是嘉宝果的采摘时节，
到这里来可以感受别样乐趣。

采摘一颗嘉宝果送入口中，紫黑
色的果皮下是透明的果肉，果肉柔软
多汁、风味特殊、气味芬芳。虽然嘉
宝果挂果的时间只有短短一个月，但
在一年中，它有4次成熟时期，游人可
以到现场去品尝。

Tips：五指山的路盘山而建，环
绕的山路容易让人晕车，可以在出行
前备好晕车药。

临高居仁瀑布

居仁瀑布位于临高县皇桐乡居
仁村西部附近，距县城以东20公里，
古称“古银瀑布”，这里是一个大潭，
有居仁三潭九曲之美称。

瀑布周围怪石林立，形状各异，
千姿百态。瀑布周围的树木茂密，野
花盛放，处处花香鸟语不断。

居仁瀑布西侧挺着两株古榕树，
树底有几块巨大的怪石，其中一块书
刻着“海南一绝”四个大字。怪石上
面，飞瀑倾泻，开如苍龙吐珠，蔚为奇
观。怪石底下有一个大黑洞，即“观音
洞”，瀑布从悬崖经壁飞泻而下，似烟
如雾，锁住洞口，犹如《西游记》神话传
说的水帘洞。

Tips：到居仁瀑布最便捷的方式
是自驾前往，游览完毕，可以到博厚
镇的金牌港品尝海鲜。

儋州峨蔓古盐田

说到儋州古盐田，人们所熟知的
是位于洋浦经济开发区的千年古盐
田，殊不知在儋州的峨蔓小镇也有
一处千年古盐田。这里除了资深驴
友，游人罕至，足以称得上是小众旅
游点。

盐田所在的峨蔓镇盐丁村，村口
有一片面积很大的红树林。晒盐要
经过晒沙、压沙、过滤海水成卤水等
几道工序，盐丁村的人们把或圆或尖
的石头凿平，留出沟槽，摆在一起，便
成了晒盐的盐田了。

走在盐田古道上，迎面吹来阵阵
海风，如果遇上海水退潮时，两边高高
低低的红树全部裸露出根部，那些根
千姿百态，仿佛进入了一个根雕艺术
世界。

Tips：从峨蔓镇驱车到盐丁村只
有4公里，水泥路不宽，但很平坦。

！

海口雨后天空现“双彩虹”。 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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