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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琬茜

清晨，屋檐在雾气中露出了角；
傍晚，晚霞漫天，粉墙在湖面上映出
了影。廊腰巷间，黄毛小童嬉戏玩
耍，时而吆喝；七旬老人倚门而坐，谈
笑风生……如此景象，多在水墨画中
才能寻得；而在宏村，此情此景却时
常可见。

宏村，坐落于安徽黟县，被誉为“中
国画里的乡村”。它像一块古老的砚台，
穿越时间的研磨，勾勒出了一个墨色徽
州。

夜阑静坐听水声

走进宏村，潺潺流水声首先穿过狭
窄的房屋缝隙，徐徐传来。

行在巷间，古朴的石板路两旁是水
道，水流清澈，能瞧见鱼儿在水中游来游
去。这是先民们拦河筑坝的杰作。相
传，智慧勤劳的先民们在浥溪河中拦河
筑坝，顺势开凿了370余丈水圳，将一泓
碧水引入村内，穿宅入院，环街绕巷。

往深处走，村中宛如半轮明月的月
沼，是点睛之笔。诺大的宏村里，月塘深

藏在村中，宛如一块明镜，映照出四周古
色古香的徽式建筑。夜晚，屋檐下点起
灯笼，红光照亮了湖面。水在村中，村在
水中，水把这个沾满人间烟火的村子洗
得水灵，浸润出了一个江南古村的宁静
与淡泊。倚着门，就这么静静坐着，看
水、听水声，很是舒畅。

白墙灰瓦每寸都是岁月

宏村是一座经过严谨规划的古村
落，整个村落采用仿生学的“牛”形布
局。村北的雷岗山是“牛头”，村口的两
株古树是“牛角”，村中的月沼、南湖分别
为“牛胃”和“牛肚”，蜿蜒水圳是“牛肠”，
南湖长堤是“牛尾”，四座古桥是“牛脚”，
成群的老房子则组成了“牛身”。

据了解，全村现保存完好的明清古
民居有140余幢。建于1855年的承志
堂更因气势恢宏，拥有“民间故宫”的美
誉；站在南湖书院内的望湖楼上，可将
荡漾的南湖山色尽收眼底；宏村始祖汪
氏家族鼎盛于明清300多年间，树祠
堂，建宅院，挖渠塘，铺街巷，各色各景
逐一微缩于园中。

行至每一处，都能从白墙灰瓦间窥
见岁月的痕迹。这些老房子像是中国
传统文化的守护者，孜孜不倦地向每位
过路的人诉说着宏村的历史变迁。

在宏村，总有不少美术院校的学生
成批地来到这里，试图用画笔还原水墨

乡景。幸运的话，能恰好欣赏到新鲜出
炉的画作，从画里走出的宏村，又再次
走进画中，历经千百余年的房屋，似乎
重获了新生。

舌尖美味藏于街尾巷间

宏村的村路大多狭窄、弯曲，没有一
条大路直通到底的通透感，走到饥肠辘
辘时，拐角瞥见一户卖葛根粉的人家，店
主热情，点来一碗匆忙下肚，很是满足。

这些人家多是宏村村民，白天在家
门口摆上一摊，有卖糕点的，有卖茶叶
的，还有卖饰品的。摊位零散地分散在
村中，宁静悠闲。

小吃里，还属毛豆腐最是有名，这
一曾经出现在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
里的美食，是宏村的特色。豆腐发酵后
长了一层细细白毛，便成了毛豆腐，用
铲子铲进油里煎，外焦里嫩，虽吃起来
有一种怪怪的味道，但越吃越想吃。

臭鳜鱼和笋干腊肉也是徽菜中的
代表。恰逢季节的鳜鱼，晾晒许久的笋
干，尘封多年的腊肉，每一样都能让人
胃口大开，回味无穷。

“唰唰唰”，卖茶叶的大婶在门口架
起了炒锅，正炒制着刚采摘来的嫩芽。
取一撮放入杯中，浇上热水，碧绿的嫩
芽在水中浮浮沉沉，茶水清澈微黄，清
香味溢了出来。瘫坐在竹椅上喝上一
口，一天的疲惫也就一扫而空了。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说起临高的特产，多文空心菜可谓大名
鼎鼎。

多文空心菜何以出名，这恐怕还要到多
文镇去瞧一瞧。

多文岭位于我省临高县东南部，是临
高县境内海拔较高的山岭之一，海拔高度
244米。多文岭脚下的多文镇因多文岭而
得名。

多文镇气候温和，土壤肥沃，发展热带高
效农业得天独厚。甘蔗、花生、香蕉、凤雅酸
菜、东江鸡等，都是多文镇比较出名的特产。
然而，在多文岭脚下最出名的特产，还当属多
文头神空心菜。

多文空心菜的供应量不大，要想吃到正
宗的，一定要找在多文镇的老店，才能得偿所
愿。

和其它的空心菜不同，多文空心菜杆长
叶少，竖直而下，直到头部才有翠绿的菜芽和
菜叶。多文空心菜耐存放，通常放上三四天
仍可以保持颜色鲜绿，就算炒熟了，也不容易
氧化发黑。

通常，人们在烹饪普通的空心菜时，需
要摘掉老叶、老杆、黄叶，多文空心菜在烹
饪前可免了这道程序，从地里割下来的多
文空心菜用清水洗干净后，可直接下锅烹
饪。

炒空心菜，要求厨师对火候的把握比较
精准。火候小了会不熟，火候过了菜就发黄，

不仅影响装盘后的“颜值”，也会让食客无法
品尝到多文空心菜的正宗美味。

多文空心菜最主要的特色是吃起来脆、
嫩、滑、纤维少，味清香，口感好。“这样的空心
菜也只有在多文能够种出来，也只有在少数
餐馆能吃到。”在多文镇经营餐馆20余年的黄
先生说。

如果说多文镇农户种出来的空心菜称之
为正宗多文空心菜的话，那么在多文镇头神
村种植出的头神空心菜，就是正宗之中的正
宗了。

多文头神空心菜可以称得上是“一方水
土养一方菜”的典范了。头神空心菜的美味，
跟所处的地理位置、土壤、气候以及水源等有
很大的关系。头神村有一股清冽的冷泉，顺
着河沟汩汩而下。凡是被冷泉灌溉过的土
地，水草都颇为丰茂，生机盎然。头神空心菜
就是生长在冷泉中，以泉水灌溉，加之农家肥
培育，形成了独特的品质。

多文空心菜现在已经是闻名岛内外的
一个地方特色菜。街头打边炉、干煸少不
了；酒家饭店清炒、虾酱炒、蒜蓉炒多文空
心菜也最常见。如果想要吃到正宗的多文
空心菜，你可以选择在4月至 10月间到多
文镇头神村去采摘，当然这时段多文镇市
场上也有出售。

多文空心菜。刘梦晓 摄

多文空心菜
一抹绿 一嘴清香

四季适宜的骑行天堂

气候宜人、路况良好、难度适中，
这些优势使海南成为国内骑行胜
地。不少人甚至不辞辛劳带着爱车
远道而来，只为了短短一周的海南骑
行之旅。

“海南一年四季都适合骑行，而
且公路条件非常好，环岛骑行需要
9 天至 10 天，这对于骑行者来说
难易适中。”在骑行爱好者邵华的
眼中，这就是海南不可比拟的绝对

优势。
滨海风光、绿道穿梭、山区挑战

……在海南，多种骑行路线任君选
择。而东线绵长美丽的海岸线，西线
上万年火山岩留下的沧桑之感，中线
充满黎族、苗族特色的乡土风情，逐
渐成为颇受国内外骑行爱好者认可
的海南经典骑行路线。

一路上除了能感受到大海的波
澜壮阔，还能邂逅万亩椰林，东线是

海南岛最经典的一条骑行线路，不但
路况极佳，且大多数沿着海岸线走。
中线途中经过黎族、苗族两个少数民
族聚居地，郁郁葱葱的山景和独具特
色的民族风情却是海南其他线路所
不能比拟的。如果想要深入地了解
海南的少数民族文化，中线骑行便是
最好的选择。西线骑行路上的骑友
稍少，大可以静静地感受自然，寻觅
历史遗存。

■ 本报记者 赵优

在阳光下尽情驰骋，在公路上追逐清
风，骑行充满了激情与自由。在万宁市自
行车运动协会祁甫宁看来，骑行前必须做
好充分准备。

“骑行一定要有计划，要根据每个人的
实际情况制定骑行的路线和行程，切不可
盲目制定不切实际的行程，否则既让大家
疲惫不堪，又失去了骑行的乐趣。”祁甫宁
建议，骑友尽量编队集体出行，不仅能展现
团队风貌，更能节省体力。找一位经验丰
富者带队领骑，控制速度，保持安全距离，
还要有人负责收尾工作，以免骑友掉队。

对于很多骑友来说，中部山区骑行似
乎更具挑战，骑行爱好者邵华建议骑友量
力而行。“五指山等地的盘山公路坡大弯
多，需要骑行者有较强的意志力和控制
力。”邵华说，刚刚结束辛苦的爬坡，面对长
距离的下坡，大家都想享受一下风驰电掣
的感觉，会为追求过瘾而忘乎所以，但此时
已然埋下了危险的种子，因此下坡时控制
速度非常重要。

同时，邵华也提醒骑友们尽量不赶夜
路。“因为骑行大都在远离城市的郊外，没
有路灯，即使你装备有照明系统，但由于路
况不熟悉，路上会有很多不确定因素。”邵
华说。

【行车保养维修】

1.每次骑乘前：检查轮胎胎压，检查刹
车及线组，确认曲柄设定是否锁紧，确认快
拆是否有锁紧，但是也不能太紧。

2.每次骑乘后：检查轮胎上是否有玻璃、
砂石碎片，胎纹是否已经磨平了，检查轮组精
确度，清洁自行车上重要的机械零件。

【骑行必备物品】

个人装备：头盔、墨镜、带反光条的外
套和绑腿、长袖速干衣、腰包、防晒霜、骑行
裤、骑行手套、头巾和硅胶座套以及防晒
霜、药品等。

硬件装备：货架、带雨罩的驮包、前座
驮包、前灯或手电筒、后尾灯、头灯、铃铛、
码表、修车工具、水瓶架、水瓶或水袋、自行
车锁、导航、内外胎备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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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行活动愈加丰富

除了这些较长距离的骑行路线之
外，海南骑友还玩起了新花样。

“绿骑海口·最美湿地”骑行活动8
月在海口美舍河国家湿地公园举行，
以骑行加徒步的方式号召市民和广大
游客走进海口湿地，推动海口全民健
身，感受海口生态之美。

在火山口的人民骑兵营，游客通
过自行车逐步了解本地文化。骑行感
受千年火山古村落，美社村火山石老
石屋和上百年的古碉楼福兴楼，散发

着古今穿越的独特气息。
“每到荔枝、芒果等水果采摘季，

我们也会组织骑友前往果园，来一场
夹杂汗水与甜蜜的采摘游。”省自行车
协会相关负责人介绍。

在万宁市自行车运动协会会长祁
甫宁看来，海南骑行旅游资源仍待进一
步开发，“海南是自行车骑行者的天堂，
每年都会有许多骑行爱好者慕名而来，
但基本上都只是在路上，并没有完全发
现与体验到海南更独特的味道。”

祁甫宁建议除了环岛骑行，骑友
还可以选择一地，把车轮放慢，慢慢欣
赏。比如在万宁，骑友们可以在兴隆骑
行绿道的绿色氧吧体验兴隆华侨文化
的魅力；去乌场渔港体验海钓的乐趣，
感受渔港之夜的宁静与渔港闹市的繁
荣景象；在具有最美书屋之称的“石梅
湾九里书屋”里，看书法家挥毫泼墨；在
日月湾换上冲浪装，体验海上的动感与
激情……“希望骑友们能够拥有最具海
南风情的体验。”祁甫宁说。

【环岛骑行经典路线】

Day 1 海口—儋州 140KM
从骑楼老街到儋州书院，探寻历史足迹。
Day 2 儋州—昌江 90KM
云雾间的树影，罕见的石花溶洞，大自

然的创作无可比拟。
Day 3 昌江—乐东 112KM
碧波万顷的大广坝，结构特别的船型

屋，让你在汗水中收获惊喜。
Day 4 乐东—三亚 95KM
这段路上有一个大长坡，或许会有些

难，但陪伴你的除了美景，还有伙伴。
Day 5 三亚—日月湾125KM
牛岭是一个特别的分界点，区别着亚

热带与热带。常常，岭这边香水湾阳光灿
烂，岭那边日月湾正沉浸在雨雾之中。

Day 6 日月湾—博鳌100KM
伴着海风，你的目光穿过了海，你看到了

那座东屿岛，也似乎闻得到岛上的鸟语花香。
Day 7 博鳌—海口 142KM
离开有“海捞瓷”“更路簿”等历史文化

遗存的潭门港，归途有椰树在展臂欢呼，带
着满囊的知足和惬意。

■ 本报记者 赵优

暑期的骑行热余温还未
褪去，我省各骑行俱乐部又在
谋划即将到来的“十一”国庆
黄金周环岛骑行活动。

一个背包，一段旅程，一种
心情。在海南岛，每一位骑行
者，都能在灿烂的阳光下尽情
驰骋，都可以在椰子树相拥的
公路上追逐清风。这或许是骑
行所带来的不同：同样一处美
景，以不同的方式游览，总有不
同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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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友人在万宁
骑行。本报记者 袁
琛 通讯员 吴小静 摄

骑友相约骑行到千年古村罗驿村。
本报记者 李幸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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