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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省博物馆＋南洋骑楼

近日，在上海历史博物馆举行的
“5·18国际博物馆日”活动上，主办方
公布了由中国博物馆协会、中国文物报
社联合主办的第十五届（2017年度）全
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终评
获奖名单。经过函评、网评与专家现场
评审，包括海南省博物馆“南溟泛舸
——南海海洋文明陈列”在内的十个国
内展和两个出入境展脱颖而出。

以“南溟奇甸”为主题，海南省博物

馆将海南的历史、人文、自然、民俗等内
容以《南溟奇甸赋》中所提及的种种记
述为本，分类呈现，整体串联。作为总
序厅的《南溟泛舸——南海海洋文明陈
列》是“南溟奇甸”系列展陈中的重中之
重，综合性地展现了南海海洋文明。

除了博物馆，海口骑楼老街也算是
不冠名的“历史建筑博物馆”。

上世纪初，海口逐渐形成得胜沙
路、中山路、新华路、解放路、长堤路等，
构成了一大片繁华的骑楼街区。而老
街中最古老的建筑四牌楼建于南宋，至

今有700多年历史。海口骑楼老街是
现今国内骑楼建筑保留规模最大、保存
基本完好、极富中西特色的历史文化街
区，街道两侧是有近百年历史的充满南
洋建筑风情的骑楼，串起了海口变迁的
历史。2009年，海口骑楼老街被国家
文化部和国家文物局批准为中国首批
十大历史文化名街。如今，游客可以漫
步老街，踏足水巷口、老街戏院、天后
宫、时光回廊和海南票证博物馆等知名
景点，品市井百态，回忆老海口人有关

“南洋”的斑驳记忆。

琼海：南海博物馆＋潭门小镇

周末，坐落于琼海市潭门港旁的中
国（海南）南海博物馆游客络绎不绝，包
括外销文物、南海生物标本、南海历史
文物及相关档案资料、历代船模等在内
的7万多件各类藏品让人大开眼界，驻
足观看。该馆推出的专题陈列《八百年
守候——“华光礁I号”沉船特展》《探
海寻踪——中国水下考古与南海水下
文化遗产保护》、华光礁I号复原船（航
海器展厅）等展览，以文物展示为主，结
合历史文献资料、实物资料等，用图版、
场景复原、艺术装置、多媒体等多种展
示手段，向人们展示南海人文历史、自
然生态、保护南海文化遗产，营造出浓
厚的海洋文化氛围。

除了博物馆，潭门小镇也是感受

海洋文化的必去之地。潭门被称作
“最具有海洋精神的小镇”，千年渔港
上停泊着的大大小小的渔船，颇为壮
观；这里的渔民性格豪爽，“大海”本身
便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头戴竹笠的
渔民在港口吆喝着各式海鲜，而再往
渔港深处走走，无处不在的海洋印记
更让人触摸到蔚蓝的南海文化。走走
逛逛之后，在海风吹拂下来一顿海鲜
大餐吧，走过千年的时光，历经无数次
的远航，那满载的渔获即是海上人家
最大的满足与回报。

三亚：疍家文化陈列馆

比起海南省博物馆、中国（海南）
南海博物馆，位于三亚天涯区南边海
新渔村的三亚疍家文化陈列馆规模要
小得多。虽然陈列馆面积不大，但沧
桑岁月、民俗展区、生活展区、生产展
区、咸水歌展区等8个展区也陈列了
上千件藏品，多角度展示三亚疍家人
的精神风貌和民风民俗，体现疍家文
化历史的演变和深厚的文化底蕴。长
期与风浪搏斗和向大海取食，险恶的
生存环境和独特谋生手段，使得疍家
人无论在性格、语言、居住、民俗等方
面均独具特色，形成独特的具有浓厚
乡土风情的疍家文化。

时至今日，大多数疍家人离开了水
面，迁居到三亚港、红沙港、新村港等地，
逐渐成为都市社区的居民，在岸上做起
了水产品生意，成了新一代的“陆上疍家
人”。如今，三亚河的水道不再见疍家渔
船，取而代之的是毗邻而立的豪华游艇，
咸咸的海风吹来，悠远的三亚疍家人的
海上遗韵或许也在等人寻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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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博物馆二期《方外封疆——海南历史陈列》。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一道色香味俱全的封肉，是海南具有地方特
色婚宴上的老味道。比如文昌等地，婚宴的菜色
里，除了头盘的全家福、文昌鸡、油炸海虾、红烧乳
羊等，一道地地道道的封肉是必不可少的。

在文昌人云奋的心中，一道封肉，就是他的童
年里对美味的美好记忆。“封肉用海南话的发音就
是‘闹肉’，意思是煮得很烂的肉。”云奋说，且先不
论封肉的美味与否，单从这块肉本身的价值来看，
就是当年相当令人艳羡的食物。

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云奋经历过物资匮乏
的年代。小的时候，寻常人家一年到头都未必能
吃上肉，更何况是“闹肉”这么一大块肉。传统的

“闹肉”选材是猪身上最精致的猪五花，肥肉和瘦
肉层叠有致，猪皮、肥肉、瘦肉、再掺杂些许肥肉、
再到一层瘦肉，这可是猪身上较为受到人们欢迎
的部分了。取两个巴掌大的一块，切成正方形，入
味烹饪，经过长达6个小时的蒸制，吃起来味道软
嫩，咸甜适口，肥而不腻。

1985年，云奋外出打工，为了能有吃的，他选
择厨师这门行当，学习做琼菜。从初出茅庐，到如

今，云奋已经在烹饪界摸爬滚打了33年，也从最初
的青涩少年，成为中国烹饪大师、特级琼菜大师。

在为别人做菜的时候，云奋有了自己的思
索。什么样的琼菜才是最正宗的琼菜，才能让人
们体会出海南味道。他想把琼菜的老味道留住，
让人们能够从中吃出一份琼菜的精细，吃出一份
琼菜的传统。

6年前，云奋开了自己的第一家餐馆——好百
年琼菜老味。一个“老”字该当何解？云奋解释，这
就是关于琼菜的“老”的记忆和“老”的味道。外地
人或许并不知道传统的琼菜是什么样的，在他这里
都可以找到答案。而这其中，令他最为上心的一道
菜就是当年的“闹肉”，在菜单上则是“老味封肉”。

为了能让顾客体会最佳的封肉口感，在制作
方面，云奋在传统的做法上进行了改良。肉皮上
的毛要先用火枪炙烤，将肉块切成小块但不切
断，随后入锅热水滚煮，再用佐料腌渍入味，入砂
锅蒸，整个过程不能掀开锅盖。一块封肉最少要
煮上6个小时才算是合格。开锅之后，五花肉里
的肥油已经全部流出，肉也变成了褐色，可以明
显看到肥肉和瘦肉层叠相间。吃的时候用筷子
轻戳就能戳破肉皮，肥肉不腻，瘦肉不柴，是最佳
的下饭菜。

每到饭点，琼菜老味的店里会迎来一批又一
批的食客。虽然客人较多，封肉刚开始做推广的
时候，能接受的人却并不多。毕竟是一整块的猪
肉，已经不能让生活丰富多姿、尝遍多种美食的现
代人动心了，人们对封肉的印象也更多地停留在
油腻的认识里。

一道菜好不好，源于人们的认同。而人们是
否认同，味蕾说了算。一道让人看着觉得油腻的
封肉，味蕾接触了之后最能体会到其中的细腻。
经过云奋的推广之后，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在琼菜
老味有一块封肉，那是一份肥而不腻的好味道，那
是一份精心烹饪的真情意，那也是一份琼菜里独
有的特色菜。

如今，好百年琼菜老味餐馆里，极为受欢迎的
菜之一，就是这道老味封肉。对云奋来说，老味封
肉吃的是老的味道，吃的也是一份记忆，和一份在
外打拼的乡愁。

封肉

一份封肉，一份乡愁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每逢节假
日来临，有孩
子的家庭常常
会全家出动，
带着孩子一起
旅行。这种以
亲缘关系为基
础的出游，不
仅是美好的亲
子时光，也常
常寄托着家长
们寓教于乐、
寓情于景、寓
玩以启迪孩子
心智的愿望。

那 么 ，既
然是以孩子为
主 的 度 假 方
式，所选旅游
目的地和旅游
线路就一定要
找到孩子们感
兴趣的点。这
个六一，海南
岛上有哪些适
合孩子去的、
好玩儿的地方
呢？

亲子游小贴士

带娃旅行的安
全工作一定要做好，
出行前最好与孩子
们一同商量好行程
计划，告诉孩子要遵
守的纪律，要注意的
事项，出发后也切不
可掉以轻心，需得有
专人盯着，10 岁以
下儿童应不离监护
人视线范围。

建议自驾，可组
团2-4户家庭一起出
行，这样孩子们互相
有玩伴，家长之间也
方便交流，让旅途更
加丰富多彩而有趣。

做好降温、防晒
等保护工作，孩子的
皮肤娇嫩，容易晒伤。

携带防蚊虫叮
咬和治疗感冒发烧
的常用应急药物，以
备不时之需。

寻味

玩海：
沙滩上的美妙亲子时光

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玩
海，都是旅行中永远快乐的主
题。能够和孩子一起到沙滩上
拾贝、玩沙、戏海，看太阳升起
落下，那一份悠闲自得，就是亲
子游的最佳方式之一。

海南岛，四面环海，无论是
到海口、文昌、琼海、三亚，或西
线临高、儋州，晒太阳、吃海鲜，
与椰林树影为伴，在碧海蓝天
下尽情放松，都很容易实现。
例如在文昌，可以骑行东郊椰
林，享受椰风海韵，也可以在铜
鼓岭风景区选一家星级酒店住
下来，那湛蓝如洗的天空，广阔
无垠的大海，能让人瞬间忘却
诸多烦恼。

三亚是度假天堂，可以游玩
的海湾主要有四处：三亚湾、亚龙
湾、海棠湾和大东海，每一处都酒
店云集。三亚湾离市区最近，逛
街、购物、交通都很方便；大东海
靠近鹿回头公园，从这里去大小
洞天、天涯海角等景区也比较方
便；亚龙湾是四个海湾中水和沙
最好的，在海边游泳，或者在沙滩
上玩沙，不知不觉一个下午就过
去了；海棠湾则离市区最远，人少
安静，从海棠湾去蜈支洲岛和南
湾猴岛比较方便，如果想要带小
朋友跟大自然的动植物再亲密接
触一下，选择海棠湾的酒店入住
就很不错。

■ 本报记者 赵优

博物馆作为
公共教育空间的
重要组成部分，
越来越多地参与
到学校和家庭教
育当中，在海南
这样一个旅游胜
地，想和博物馆
来场舒心的约
会，你可以尝试
新 的“ 打 开 方
式”——边学边
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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逛动植物园：
与自然亲密接触

游玩中，能够观赏到奇异
的动植物，会让对世界充满好
奇的孩子们无比兴奋，所以，行
程中安排一两站动植物园也是
家长们青睐的路线。

如果到万宁兴隆旅游区，
就可以到隆苑咖啡园，体验咖
啡糕点制作，感受印尼等东南
亚风情的美食，还可以到热带
植物园观赏热带雨林独有的见
血封喉等珍稀树种与花卉。适
时的科普教育，会让孩子们增
长见识，开拓视野。

南湾猴岛位于陵水黎族自
治县，是我国唯一的岛屿性猕猴
自然保护区，也是亲子游目的地
的热门之选。整个猴岛是开放
式的，漫步其中，看猴子遍地游
走、争抢打闹，真是好生热闹。

经常带孩子全家出游的海
口市民梁先生告诉记者，南湾
猴岛有这几大看点值得推荐：
一是跨海索道。索道是镂空式
的，随着攀升，整齐有序的鱼排
和出海打渔的渔船就呈现在脚
下；二是猴岛的猴子。这里的
猴子不像其他动物园里的猴子
一样被圈养着，它们可以自由
地奔跑在山上山下，特别活
泼。游客们登岛，便能与这些
聪明的小家伙亲密接触了；三
是观看猴子的表演，通常都是
些有趣的杂技表演。

水上乐园：
炎炎夏日中邂逅清凉

海南的6月，夏季已经来临，炎
炎夏日，有水的地方就成了天堂。

亚马逊丛林水乐园是三亚首
家造浪泳池，园区内设有岩龛、岩
浆、湖滨、火山及涌浪浪五个主题
泳池，还有环状特色漂流河、儿童
水寨、巨兽碗滑道、大水炮、螺旋组
合滑道、眼镜蛇滑道、四彩竞速滑
道、人造沙滩及水幕电影，可以带
着孩子选择适合的项目一起玩耍。

三亚宋城浪浪浪水公园，园区
内有浪迹天涯、穿越时空、三亚号
角、山涧穿越、鸳鸯滑道、彩虹滑
道、丛林漂流、欢乐水寨、弄潮儿等
数十项大型水上游乐设备。置身
其中，一会儿水波涟漪，一会儿波
浪汹涌，接踵而来的浪花拍击，清
凉和舒适感汹涌袭来，如同感受晶
碧色的大海和洁白的沙滩，别有一
番乐趣。

喜欢挑战、冒险的家长和孩子
们，不妨去位于海口观澜湖度假区
的狂野水世界乐园体验一下黑暗
漩涡、U型滑板、大水箭、8道竞技
等，惊险刺激会让你和孩子尖叫到
停不下来。

琼海博鳌亚洲湾水上乐园也
颇受欢迎。博鳌亚洲湾水上乐园
临水而建，环境自然优美，池水清
澈，水温适宜，海风凉爽扑面。园
内有互动水寨、儿童戏水设备、家
庭组合滑梯、小喇叭、大喇叭项目
等，家长可以陪着孩子一起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