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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味

加拿大：当一回“小牛仔”

几乎每个少年都不会拒绝酷酷
的牛仔风情，如果你的孩子已经是小
小少年，不如暑期带孩子去亲历一场
全世界最精彩的、北美最大牛仔节。
跟随花车、皇家骑警、王子公主、酋长
原住民的队伍，在卡尔加里体会加拿
大西部青春的狂野。

炎炎暑假，还可以去加拿大看看
世界级的自然景观尼亚加拉大瀑布，
感受夏日的清凉。暑期的班夫国家
公园，古老的冰川湖也正好呈现出一
年中最好看最温柔的蓝色。

除此之外，还可以带孩子感受当
地的历史人文，漫步魁北克街头，穿
梭在古建筑之中，与身着中世纪盛装
的人群擦肩而过，在艺术家们精彩的
复古表演中，穿越回那个辉煌的流金
岁月。

以时令水果为辅材入菜，做成美味佳肴，早已
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单纯以水果为主菜，做出的
菜点令人啧啧称赞，倒还并不多。

5月，是菠萝上市的季节，酸甜的菠萝浓香四
溢，是许多“菠萝迷”幸福的季节。然而大面积收
获的菠萝滞销，让许多农户愁眉不展。

为了帮助果农，海南省烹饪协会组织了新海
府粥城、琼菜记忆、小天地等5个餐饮企业到田头
购买菠萝，缓解农户的心头难。

“一买就是5000个，如此大批量的菠萝该怎
么处理，餐饮企业着实是费了心思的。”省烹饪协
会会长、海南三厨新海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长陈建胜说，既然是餐饮企业，那就用菠萝入菜
吧。在海南三厨新海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出品部总监陈大贵的研究下，一道以菠萝为主料
的麦香菠萝球应运而生。

一个船型的盘子里，是一粒粒乳黄色的球状
菜品，菜品上堆着一红一绿两颗腌渍的樱桃，乳黄
的菠萝球和红绿色的樱桃在颜色上相得益彰。菠
萝球的外表有一层麦片，球堆的周围也散落着麦
片，这使得刚出炉的麦香菠萝球散发着淡淡的奶
香味。

轻轻夹起一颗菠萝球，菠萝球上的麦片粉会
有些许的掉落。喜欢吃甜的人可以夹着球轻轻蘸
一蘸盘里散落的麦片，让菠萝球和麦片更充分地
接触后再入口。菠萝球入口时，首先感受到的是
麦片的香甜，浓郁的奶香很快在嘴里化开，让人迫
不及待咀嚼。薄薄的一层外皮，将整个菠萝块包
裹住，软弹适口；海南本地的菠萝酸甜多汁，尽管
是经过了烹饪，仍旧能够保持住原来的风味。陈
大贵说，正是因为海南的菠萝汁水多，这道麦香菠
萝球的关键就是要锁住水分，让混合了姜汁的生
粉均匀地包裹住菠萝球，入热油锅炸过之后，每颗
球都能独立成球互不黏连，菠萝球由内而外受热，
外皮酥软，内里酸甜水润，最后呈现出既有颜值，
又有美味的菜品。

既可以做主菜，也可以做开胃甜品。陈大贵
告诉记者，这道麦香菠萝球一经在新海府粥城推
出，就受到了顾客的青睐。

在新海府粥城，用菠萝入菜做成的佳肴还不
仅是这一道，较为传统的有菠萝炒牛肉。牛肉选
用的是澄迈小黄牛，经过烹饪，保留了澄迈小黄牛
嫩滑的口感，和菠萝炒过之后，牛肉有一股淡淡的
菠萝清香。菠萝则保留了一贯的酸甜多汁，和肉
菜的混合，多了一份醇厚口感。

菠萝炒虾饼是陈大贵的独创。这道菜的独特
在于虾饼制作的用心，陈大贵带领着厨师们反复
试验，取虾的肉剁碎成虾泥，经过加工处理后制成
虾滑。再将虾滑蒸熟，最后切成小块的虾饼，和菠
萝入锅烹炒。实际上，仅仅是菠萝炒虾仁，也能够
释放出菠萝和海鲜组合的鲜美，而陈大贵坚持要
把虾做成虾饼，是为了能够增加虾的嚼劲，让这道
独特的水果菜更有技术含量。

“为了能够助销菠萝，新海府粥城不仅推出
了特色水果菜，还开展了吃饭送菠萝等一系列的
活动。”陈建胜介绍，此次的菠萝菜并不是新海
府粥城第一次推出水果菜。就在5月中旬，海口
琼山区火山荔枝上市之际，新海府粥城还推出过
荔枝宴。一桌荔枝宴包含了13道由荔枝制成的
菜肴，有荔枝和黄瓜制成的沙拉、荔枝与鱼肚制
成的凉拌菜、荔枝口味的大珍堆等等，受到现场
吃客的好评。

麦香菠萝球。 刘梦晓 摄

新加坡植物园。

海口美梅村

6月不仅是荔枝的季节，还是黄皮采摘
季。满树金黄色的果实，不仅好看，而且好吃。

到了海口永兴镇，再顺着海榆中线往南
走三公里的路程，右手边见到“美梅村”的标
识牌，向西侧拐进一条乡村公路，行驶二公
里多，穿越一条绿色长廊，路边就见一古树
参天、绿荫环抱的古村，它便是美梅村。

进入村内，长在火山岩石间的果树上，
只见一串串一簇簇黄褐色的黄皮果挂满树
梢，沉甸甸的果实把枝头压得低低的。

此时，味蕾也被这些色泽鲜艳的黄皮
果挑逗了起来，禁不住诱惑，迫不及待地摘
下一颗果子扔进嘴里。那黄皮特有的浓浓
香味，迅速在舌尖弥漫开来。甜中乏酸，生
津止渴，夏日的酷暑瞬间烟消云散。除了
可采摘黄皮外，还有木瓜、番石榴、菠萝
蜜。不仅如此，游客还可以在这里品尝美
味的黄皮鸡。

除了海口，定安的乡村也是较好的黄皮
采摘目的地。沿着G98环岛高速行驶到黄
竹互通高速路口下，再沿088乡道往东行驶
即可。

暑期放松游
“看世界”长知识

■ 本报记者 侯赛

盼望着，盼
望着，暑期就快
到了。每年的暑
假，都是专属的
亲子时光。此
时，各大旅游社、
网络平台纷纷推
出各具特色的出
国游产品，有不
少家庭开始纠结
“向何处进军”的
问题。本期《旅
游周刊》梳理了
几个适合不同年
龄段孩子的出国
游目的地，看完
赶紧制定计划
吧！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没吃过荔枝，就像夏天没有真正来临过一样。此时，正值荔枝丰收季，
海南的妃子笑、白糖罂、荔枝王、无核荔枝等多个品种的荔枝轮番上市，让
等待了一年的吃货大饱口福。

六月初，黄皮也渐渐从青绿色变成了金黄色，喜爱黄皮的人也能大快
朵颐了。本期《旅游周刊》为您介绍省内规模较大、品质较好的荔枝、黄皮
采摘地点，期待能在这个6月，给您带去更多舌尖上的满足。

从今年5月初，荔枝刚变红，海口
琼山三门坡镇龙鳞村就热闹了起来，
一直到现在游客还有增无减。在龙
鳞村，全村的400多亩荔枝大多用来
发展采摘游，让广大的市民和游客进
荔枝园采摘游玩，村民都吃上了“旅
游饭”。

据悉，琼山区是海口火山荔枝
主产地，荔枝种植面积达8.2万亩，
是全国最大的荔枝早熟基地，也是
海南省荔枝种植主要基地，主要种
植的荔枝品种有妃子笑、白糖罂等。

“经过了几年发展，三门坡荔枝
采摘旅游的品牌打了出去，我们果农
是最大的受益者。”龙鳞村农庄老板
唐吉介绍。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琼山区三门
坡镇、云龙镇、红旗镇、旧州镇、大坡
镇、甲子镇等6个镇共有100多个海
口火山荔枝采摘游玩点，游客可以在
这里尽情采摘，感受采摘乐趣，品尝
美味农家饭。

三门坡荔枝采摘旅游路线（部分）：

1.龙鳞村果园（223 国道 44.3 公
里处左进6公里）——龙鳞村农家乐

2.海口积书水果产销合作社果
园（三门坡墟红旗路旺林园旅馆后
面）

3.金立果水果产销专业合作社
果园（三门坡墟往文昌市东路镇方向
前行3公里再左进700米）

4.荔海农庄（223 国道46公里三
门坡镇墟左转文昌市东路镇方向3.5
公里左侧）——农庄观光、果园采摘

不仅是琼山区三门坡的荔枝，海口
秀英区永兴镇的荔枝同样不可错过。

海口市永兴镇古名雷虎，古时雷
虎荔枝被当作贡品送往衙门“三台”，
故有“荔染三台”之美称。独特的地
理环境和火山地质土壤，造就和蕴藏
了世界上最稀奇的荔枝品种。永兴
荔枝拥有一张含金量很高的“身份
证”——海口首个国家地理标志证明

商标。在永兴众多品种的荔枝中，就
有我国最大果形的荔枝品种，俗称火
山荔枝王的蟾蜍红和紫娘喜。

荔枝王的个头有多大？可以直
接和鸡蛋的大小媲美，甚至有不少荔
枝个头比鸡蛋还大。而这个品种的
荔枝最让人喜爱的原因还在于，虽然
个头大，但口感细腻，果肉超级有弹
性，让人的口腹之欲很有满足感。

永兴荔枝采摘旅游路线（部分）：

1.永兴电商扶贫中心（远眺11座
海口火山，农村集市、荔枝园内骑
行）——美孝村（观万年火山石屋、感
受红色历史）——杨梅农庄（尝乡村
美食黄皮鸡、荔枝园采摘）。

2.永兴电商扶贫中心——美梅
村（乡间赏花，荔枝园采摘、采摘圣女
果和番石榴）——耆年硕德坊（踏青、
骑行）——美隆牛庄（尝乡村美食）。

在澄迈福山镇，20多亩的妃子
笑采摘也正在热闹进行中。

澄迈福山镇采摘旅游路线（部分）：

澄迈县福山镇福山咖啡风情小
镇对面。

红荔满枝头 黄皮果飘香

乡约初夏
来一场采摘之旅

黄
皮
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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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与野生动物亲密接触

从海口直飞泰国曼谷只要2个多
小时。飞行时间适中，舒适的气候，让
泰国成为很多家庭的暑期出国游首
选。此外，泰国除了有美景，还有丰富
多彩的游乐设施，能让孩子参与其中玩
得开心。

你也许去过动物园，但你去过夜
间开放的野生动物园吗？在泰国清迈
的夜间野生动物园，孩子们不仅可以
近距离观察长颈鹿、斑马、狮子和老
虎，还可以俯瞰整个清迈的梦幻夜景。

如果孩子喜欢大自然，还可以带
他去泰国的农场体验一下。带孩子一
起认识农作物和它们的种子，一起制
作午餐，一起去繁茂无边的果园采摘，
感受农场里快乐富足的慢生活。

泰国拥有众多知名的度假酒店，
如坐拥泰北清香稻田风光的清迈四
季，拥有私家海滩的 JW 万豪酒店
……酒店的风格不一，却都有着丰富
有趣的新奇活动，专为儿童量身定
制。如果不想辗转各个景点，可以选
择做“酒窝族”，即使只呆在酒店，妈妈
们也不用担心孩子感到无聊。

迪拜：感受阿拉伯异域风情

带孩子旅行，除了感受不同的文
化氛围，丰富孩子的视野和心灵，还要
有轻松丰富的玩乐。一个迪拜，就能
满足你的所有需求。

在迪拜乐园及度假村内，有一座
大型乐高主题乐园。在这里，来自世
界各地的小朋友一起搭建天马行空的
玩具车和器械；在这里，你的宝贝还可
以变身驾驶员、飞行员或者消防员体
验各种职业乐趣。

在迪拜，穿过卓美亚古堡市集里古
老的塔楼，处处是阿拉伯风情的精美工
艺，呼吸之间尽是中东风格的阿拉伯气
息。乘木船游览迪拜河，水鸟翩飞，老
城区宁静安逸。带孩子去迪拜，可以充
分了解这个地方的传统文化。

在迪拜购物中心，爸爸妈妈们还
可以感受现代迪拜的极致繁华，50个
足球场大小的世界级购物中心，名牌
云集，可以来一场疯狂购物！

新加坡：到花园城市亲近自然

如果你的孩子年纪比较小，但又
想给孩子一个能亲近自然、增长见
识、培养勇气与好奇心的机会，花园
城市新加坡就是很好的选择。从机
场、商场到街道、酒店和景区，新加坡
都有着完善的公共育儿设施，可以给
你一场圆满的亲子旅行体验。

在新加坡植物园，你可以和孩子
一起骑车、野餐，探寻奇花异草，享繁
华城市中热带雨林般的自然与安逸。

带着孩子一起在新加坡龟屿岛的
原生态海滩嬉戏，在圣约翰岛的森林
中探秘，或者沿着乌敏岛村庄小径一
路骑行，都是不错的选择。

在东南亚首个好莱坞电影主题
公园环球影城，还可以遇见“怪物史
瑞克”，或者来一次酣畅淋漓的水面
游戏。

圣淘沙S.E.A.是全球最大的海洋
馆。在这里，和孩子一起体验与200
多只鲨鱼仅一“墙”之隔的触目惊心
吧，这里可以满足孩子对海底世界的
好奇和憧憬。

菠萝入菜
有颜又有味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荔枝虽美味，吃了却容易上
火，为此，记者还搜罗了一些吃荔
枝不上火的小技巧。

1.盐水浸泡。将剥掉外壳的
荔枝（不要将白色的那层薄膜也
剥掉）冲洗干净之后，浸泡进 30%
的盐水中，一个小时后取出，剥

开白色薄膜就能吃了，经过盐水
浸 泡 之 后 ，荔 枝 的 火 气 就 降 低
了。

2.吃荔枝前喝点盐水。在吃
荔枝之前适量喝盐水或者夏枯草
凉茶、冬瓜汤、绿豆汤，可以有效预
防荔枝病。

如果是在荔枝采摘现场，没有
盐水，则可以直接吃掉果膜。荔枝
壳和果肉之间有一层薄薄的白膜，
口感微涩，怕上火可以连这层薄膜
一起吃掉，食用荔枝蒂部凹进去的
果肉白色的蒂状部分也可以防止
上火。

小
贴
士

黄皮。
本报记者 李幸璜 摄

无核荔枝

深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