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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骨汤饭
用鲜浓口感打开味蕾
■ 本报记者 林诗婷

步履不停，行色匆匆，结束一天紧张忙碌的
工作，有没有一样东西，每当提及便能让快节奏
生活的你倦意全无？美食，往往有如此魔力。

一个地方的美食，浓缩着当地的人文气质，
延续着当地的精气神。在三亚，精工细作的美
食精品并不难寻，无论是鲜味可口的海鲜大
餐，还是丰盛美味的琼味菜肴，都吸引着来自
天南海北的食客。不过，最能体现一座城市味
道的美食，一般不在装修雅致的餐厅里，而大
多藏于街头巷尾的小店里。“酒香不怕巷子
深”，店家的经营秘诀在于那些对美味执着、偏
爱的街坊邻居。店家数十载坚持一道美食、一
个配方，食客亦多年习惯了固定搭配的菜式，
习惯了某个常坐的位置。

在三亚市凤凰路上一个不起眼的巷子
口，一家经营了 20余年的牛骨汤饭店，没有
醒目的店面招牌，也没有华丽的装修，但无论
何时去，门前仅有的 5个停车位总是停满了
车。若是到了饭点，还时常有专程驱车而来
的食客，他们耐心排队等候，只为了喝上一口
鲜美浓郁的牛骨汤。

走进牛骨汤饭店，店门口一口熬制牛骨汤
的大锅，热气蒸腾，香味扑鼻，店家的揽客秘诀
就在这口锅里。一碗鲜浓可口的牛骨汤，可搭
配椰子饭、泡馍或是手擀面，菜单样式虽简单，
却足以让食客垂涎三尺。

牛骨汤配料简单，却味道饱满。从大锅舀
出一大勺精心熬制的汤，配上几块牛排骨、白
萝卜，撒上葱花，便能端上餐桌。热腾腾的鲜
汤，趁热吃口感最好，迫不及待的食客直接用
手抓牛排骨，一口肉，就着一口汤，一同下肚，
香浓的汤包裹着嫩滑的牛肉，葱香、胡椒香交
融，味道极佳，美味带来的浓浓满足感，很快便
消散了工作一整天的疲惫。

一碗简单的牛骨汤，食材选择得当，便能让
口感大大加分。店家介绍，他们家选取的牛肉
为本地小黄牛，肉质结实、纤维细嫩、柔软爽脆，
多吃也不觉得腻。同时，熬汤火候也非常关键，
将牛骨剁块、腌制，配上白萝卜，用柴火共同熬
制，熬至牛肉紧实、筋骨软嫩，汤汁慢慢吸收牛
骨味道，逐渐变得鲜美、浓郁。

除了用牛骨汤搭配馍、面条等传统吃法外，
很多人还喜欢搭配紫米椰子饭，这是店家生意
红火的“秘密武器”。紫米配上椰肉蒸煮，浓浓
的椰香迅速渗入到颗颗饱满的紫米中，就着牛
骨汤吃，每一粒米被浓郁的汤汁包裹，中和了汤
汁的咸味，十分美味。

这家牛骨汤饭店的一位多年忠实顾客沙晓
风说，这家店面虽简朴，但牛骨汤分量足、味道
美、价格实惠，吸引着四面八方的食客，生意好
的时候，一天能卖出上千碗牛骨汤。

即便到了如今网络信息发达的年代，店
家的宣传方式依旧传统，不做网上外卖，也没
有线上宣传，店家说，能专心做好一道汤便足
够了。

牛骨汤。本报记者 林诗婷 摄

古都西安：
古城墙静观历史变迁

“长安自古帝王都。”对于西安来
说，历史遗留下的文化瑰宝，似乎都深
深嵌入到了每一条古旧小巷、每一块城
墙青瓦之中，印证着“一百年中国看上
海，一千年中国看北京，而五千年中国
则看西安”这句广为流传的话。

西安城中人文景观数量多、种类繁
多、分布广泛，为莘莘学子品味古都提
供了诸多选择，兵马俑、钟鼓楼、大雁
塔、小雁塔、秦岭、大明宫、未央宫等景
区驰名中外，“千古一帝”秦始皇的陵墓
以及周、秦、汉、唐四大都城遗址均遗存
于此，无一不让人沉浸在历史文化的长
河中。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秦
始皇兵马俑博物馆是游西安必去之地，
将军俑、车士俑、立射俑、跪射俑、武士
俑、军吏俑等7000多件展品均具有极高
的艺术价值，那里是雕塑艺术的宝库，
尽显古老文化光彩。

除了大气磅礴的历史景观，西安还
有不少古韵古风的地方值得一去。在大
雁塔，砖仿木结构的四方形楼阁式塔结
构古色古香，历史上有杜甫、岑参、高适
等不少名人雅士在此登高凭栏远眺，触
景生情赋诗抒怀，留下了诸多诗篇佳
作。此外，在西安市中心，西安明城墙也
颇具韵味，骑着自行车环城墙而游，城墙
外车水马龙与城墙内古朴雅致的景观相
融，西安独特的历史魅力便在于此。

●小贴士：西安不只是“历史迷”的
天下，更是“吃货”的天堂。来到西安，街
头美食小吃令人垂涎三尺，一碗羊肉泡
馍或是陕西凉皮，就能尝出最地道的“西
安风味”。若对吃格外执着的，不妨去回
民小吃街逛一逛，这里汇聚了泡馍、凉
糕、羊杂、腊牛肉等西安最特色的美食，
从早到晚，美食花样不重样。

■ 本报记者 林诗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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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驾出游 尤需谨慎

手握方向盘，一路向前。两旁景
色不断倒退，既有险峻壮美的高山，
又有婉转流淌的碧水……如今，各地
自驾游不断升温，反映出游客期待自
主旅游、个性旅游、深度旅游的心
理。根据《中国西部自驾旅游发展报
告2018》显示，2017年中国自驾游
人数平稳增长，总人数达31亿人
次，比2016年增长17.4%，占国内
出游总人数的62%。

“自驾游方便、舒适，出行时比
较自由，适合陪同老人、带着孩子一
起出游。”自驾游达人王俊洋自驾去
过不少地方，他认为，对于讲究私密
出游体验的人来说，自驾更能满足
需求。

作为资深驴友，王俊洋已经不
满足于在海南本地自驾游玩，曾先
后几次和朋友自驾进藏。“不管是川
藏线还是滇藏线，沿途风景非常美

丽多样，但海拔也会上升到三四千
米，对车技和车况要求都很高。”王
俊洋回想起在西藏的一次自驾，还
心有余悸。

从拉萨到珠峰大本营，是西藏自
驾游的热门线路之一，但开起车来不
能掉以轻心。在加吾拉山口观景台，
可以看到108道拐整齐排列，连老司
机都会看得头皮发麻，汗毛直立。“我

们那次刚好是秋冬季节，没想到天气
突变，山上下起大雪，道路瞬间被白
雪覆盖，十分难行。幸亏一行人及时
回程，如果遇到意外，救援很困难，后
果不堪设想。”王俊洋说。

“准备充分，谨慎出行。关键时
刻不慌乱，时刻保证安全第一。”他
提醒。

把握路况 量力而行

“有一些人因为自己安全抵达
终点，完成旅行，一路通行无阻，
便放言川西环线、川藏线毫无问
题，随便开。我想说，这是不负责
任的，会让其他自驾游爱好者放松
警惕，造成一种自驾游毫无风险的
错觉。”省自驾游协会秘书长温强
说，许多道路崎岖险峻，狭窄弯
急，上依绝壁，下临深渊，一边是
落石威胁，一边是悬崖或江河，如
果不是具有多年实际驾龄的司机，
真心不建议上路，“自驾游，尤其

是长途自驾游，对驾车人的要求，
远远高于日常生活中的驾驶。”温
强建议，自驾游时要多注意导航软
件“前方为事故多发路段”“前方连
续转弯”等语音提醒，预知风险，
谨慎驾驶。

“出发后，尽量在常规路段行
驶，不要随意探险。”王俊洋说，西藏
的各个湖区风景优美，但常常有车
辆因为好奇试图靠近湖区，导致深
陷湖边无法动弹，海南也有不少自
驾车开到沙滩结果深陷其中。“自驾
游游客在没有专业领队陪同的情况
下，尽量在常规路线上行驶。”对于
广大市民和游客向往并热衷的西
藏、云贵等地区，王俊洋则建议在当
地租车，由熟悉当地路况的领队带
队，不要自己“逞强”。

温强表示，自驾游出行一定要
掌握足够的安全知识，提前谋划旅
游路线，实时掌握当地天气情况、交
通路况，只有安全有了保障，快乐才
有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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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赵优

夏秋季节，气候适宜，假
期较多，正是出游好时机，不
少人开始了自驾游行程。人
们开上爱车，驰骋山河，寻幽
探秘，饱览祖国大好河山。海
南省自驾游协会提醒广大市
民和游客，自驾游虽然自由度
高，但也不能对可能发生的各
种风险放松警惕。

●●自驾游注意事项●●
1.提前了解路况，向老司机

了解或者在上网查询沿途路线的
路况，做到心里有数。并事先了
解一下天气状况，增加防范意识。

2.出发前进行车辆检测，包
括对发动机、底盘、刹车、冷却液
液面、蓄电池电解液面和轮胎气
压及胎面、照明系统、玻璃水和喷
水泵、雨刮片等进行仔细检测维
修。

3.如果租车，最好选择大型、
连锁的租车公司，不仅车源多，而
且车辆的质量、管理都有保障，但
在热门旅游城市则需提前预订。
提车之前一定要自己检查一遍车
辆的状况，发现问题及时告诉工
作人员。

4.由于自驾车旅游存在个性
化、机动性等不确定因素，借助保
险来转移风险非常有必要。驾车
出游要充分利用好已有的车险服
务，同时补足随车人员意外险。

5.备好随身物品及必备物
品，有备无患。证件准备好不要
有遗漏，身份证、驾驶证、行驶证
一个也不能少，开自己车的话最
好把保险单也带上。

6.最好结队出行，和有过自
驾游经验的朋友一起出行，彼此
之间有照应。如果是车队最好购
买对讲机，到了手机没有信号的
地方可以用对讲机沟通。

7.保持良好驾驶习惯，注意
安全行驶，比如控制车速、与前车
保持距离、及时加油、严防疲劳驾
驶、注意急弯、尽量避免夜间出行
及遵守交通规则等。

静澈西宁：
青海湖畔看人间仙境

趁着开学季，若有机会到西北地区
走走，相信很多人都会把青海列入重要
行程。作为青海省的省会，西宁位于湟
水中游河谷盆地，是青藏高原的东方门
户，也是世界高海拔城市之一，历史文
化源远流长，自然资源得天独厚，民俗
风情绚丽多彩。

“石峡新开武定关，东西流水北南
山。”清末湟中人（旧时西宁府称为湟
中）张思宪所写的《题湟中八景》诗中，
所提及景观被称为“西宁八景”，包括石
峡清水、金蛾晓日、文峰耸翠、凤台留
云、龙池月夜、湟流春涨、五峰飞瀑和北
山烟雨。来到西宁，不妨寻着古诗词中
的线索，到石峡、金蛾山、凤凰山等“八
景”中，感受西宁的独特魅力。

来到青海，怎能不去青海湖？青海
湖是我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湖面高出
海平面3260米，湖中有鸟岛、三槐石、
沙岛等景观供游客游览。每年春季，有
约10万只从我国南方和东南亚以及印
度半岛飞来的10余种候鸟在此繁衍生
息，场面颇为壮观。

镶嵌在雪山草地间的茶卡盐湖，水
域宽广、波光粼粼，湖面漫步，犹如进入
白雪皑皑的冰雪世界，是拍照“打卡”的
绝佳地点。此外，青海古墓群、古寺庙、
古岩画、古城堡等名胜古迹众多，汉、
藏、回、蒙古、哈萨克等民族的悠久历史
与灿烂文化相融，别有一番风情。

●小贴士：寻觅青海美食无疑是一
大乐趣，对于吃惯了南方口味的人来说，
塞外美食也独具特色，手抓羊肉、杂碎
汤、尕面片、酥油糌粑等富有民族特色的
风味小吃五花八门，令人欲罢不能。青
海老酸奶口感顺滑鲜嫩，撒上淡淡的酥
油，一口饮下去，绝对让人胃口大开。

宝玉兰州：
灵动秀美的丝绸之路

兰州是黄河唯一穿城而过的省会城
市，城市依山傍水，山、水、城相生相融，
形成了独特的城市景观，颇具西域风情
与磅礴秀美的魅力，同时，兰州大学、西
北师大等高等学府汇集，吸引着不少学
子前来求学。

有一句话如此概括兰州：这是一座
因“拉面”而声名鹊起的城市，这也是一
座藏着“马踏飞燕”的城市。兰州不仅有
美味可口、香气扑鼻的美食，作为古“丝
绸之路”重镇，历史和大自然为其留下了
诸多名胜古迹与文化瑰宝，颇具历史厚
重感与苍劲感。行游城中，既能感受黄
河之水的滔滔不绝，也可以搭乘羊皮筏
子在河中激流勇进，还可以到甘肃省博
物馆看镇馆之宝青铜器“马踏飞燕”，或
是去五泉山、白塔山、白云观等名胜古迹
感受静谧之美，近距离观赏西域的文化
艺术。若对西北民居、西北风情感兴趣，
可空出一天时间，到位于兰州市榆中县
的青城古镇走走，这是兰州唯一的省级
历史文化名镇和全国民间艺术之乡，古
建筑、古民居群十分有特色。

若时间充裕，不妨在甘肃来一次长
线游。比如，可以去“西北小江南”天水
感受羲皇故里的文化魅力，在张掖一览
丹霞地貌的秀美风光，在甘南追寻梦中
的香巴拉，在敦煌鸣沙山看长河落日、品
大漠风情，还可以去“天下第一雄关”之
称的嘉峪关，“穿越”古老丝绸之路，感受
苍茫古道的风采。

●小贴士：兰州牛肉面的美味可谓传
遍大江南北，不过兰州还有众多特色小吃，
灰豆子、酿皮、浆水面、甜醅子、手抓羊肉、
牛奶鸡蛋醪糟等也不容错过。此外，兰州
被称作“瓜果城”，水果、干果种类丰富，黑
瓜子、白兰瓜也值得一试。

“大漠孤烟直，长河
落日圆。”西北地区总给
人以厚重、苍劲、磅礴之
感，天山山脉、祁连山
脉、昆仑山脉、阿尔泰山
脉、河西走廊、塔里木盆
地、吐鲁番盆地等自然
景观令人向往。

兰州、西安等沿着
历史脉络成长起来的西
北古城，古今交汇，底蕴
深厚。兰州大学、西安
交大等名门学府受此文
化熏陶，也别有一番内
敛、含蓄的气质。来西
北求学，如不深入感受
高原、沙漠、盆地等奇妙
壮丽的大自然，以及璀
璨的多民族历史文化，
将十分遗憾。开学季将
至，赴西北求学的学子，
不如重走古“丝绸之
路”，感受大漠风沙中的
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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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驾成为越来越受欢迎的出游方式。

青海茶卡盐湖。

嘉峪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