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气

墨迹天气

墨迹天气APP的天气
预报数据覆盖全国及海外
35万个城市和地区。提供
空气质量指数、提供一周天
气及风力预报。

景点解说

美景听听

美景听听可以收
听六大洲（除南极洲）
的上百个国家的上百
个旅游景点的解说。
可以不必在旅行前做大量功课，就能更深刻的
了解目的地。对喜欢或者用得到的景点音频自
由下载，带在路上离线随意听，再也不用担心流
量。对钟意的景点介绍，还有分享功能，可以分
享到主流社交平台。

口袋导游

国内外旅游景点中文语音讲解电子导游，
博物馆、美术馆、名胜古迹、历史建筑和城市漫
步等一个APP全搞定，内含国内外10万+景点
语音讲解，覆盖200+旅游城市。可以提前下
载，离线播放，在景区没有网络照样使用；自
动GPS定位播放，根据您所在的位置自动为
您播放语音讲解。

旅游换钱
iMoney

每次出国换钱的时候算
汇率非常头痛，逛商场购物往
往要死一大片脑细胞，iM-
oney提供32种常用货币换
算，操作简单，轻轻松松就把
口袋里的钱算得清清楚楚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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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味

会“讲”故事的葡萄园

葡萄园不鲜见，会“讲”故事的葡
萄园却不多。银川贺兰山东麓的志
辉源石葡萄酒庄，却将一个“生态保
护+产业转型+大学生少庄主+旅游”
的故事演绎得近似传奇。酒庄所在
地前身是生态破坏严重的乱石坑。

老板袁辉此前一直在此挖山采石，
2009年得知宁夏要打造贺兰山东麓
百万亩葡萄长廊，毅然决定在乱石坑
上填土植树复绿，转型发展葡萄酒产
业。经过多年的努力，袁辉打造的志
辉源石酒庄，在1.7万亩戈壁荒地荒
山上种植的各类葡萄、树木郁郁葱
葱，生机盎然。2015年，从中山大学
旅游管理专业毕业的女儿袁园接手
管理酒庄，将其打造成为一座旅游酒
庄，吸引来络绎不绝的游客。

袁园，就是如今媒体口中的“95
后少庄主”。记者采访时发现，尽管
掌舵着庞大的家族产业，袁园一如邻

家女孩低调、质朴，认真做事。酒庄
的设计、内饰、品牌推广、酒文化传播
等等，都做得非常有品位、有新意、有
情怀。显然，这就是新时代大学生带
来的文化力量。

如今，在贺兰山东麓，宁夏已建
成酒庄 86个，年产葡萄酒近 10万
吨，综合产值超过200亿元，每年带
动12万人就业。其中的22个旅游
酒庄，年接待人数达40万人次以上，
成为宁夏实施全域旅游的一道亮丽
风景线。这个从空中俯瞰形若一柄
玉如意的葡萄产业长廊，绿了戈壁荒
地，富了当地群众。

万里黄沙皆是“金”

黄沙，也是宁夏全域旅游建设中
的一大卖点、亮点。

大漠孤烟，黄沙飞舞。宁夏人治
沙，矢志不渝，勇往直前。从“沙进人
退”到“人进沙退”再到“人沙和谐”，奇
迹，在这片土地上不断演绎。中卫是宁
夏治沙的主战场，如今已在腾格里沙漠
东南沿完成扎设草方格42万亩，营造
灌木林42万亩、乔木林25万亩，封山
育林12万亩，封禁保护15万亩。截止
目前，北部168万亩沙区，已治理利用
147万亩，沙拐枣、沙蒿、花棒等耐旱植
物茁壮成长，让沙漠披上了绿装。到
中卫采访、体验治沙，感受“治沙精神”，
已是游客参访、旅游的必修课。

中卫沙坡头景区，更是点沙成
“金”的范例。文化，是旅游的灵魂。
没有文化，黄沙只会是“散沙”。记者
采访时了解到，近年来，景区从单一
的自然景观，注入了越来越多的文化
内涵，大漠文化、边塞文化、黄河文
化、西夏文化、美食文化、民俗文化等
均有所涉，真正做到让游客愿意来、
留得住。记者当晚所住的沙坡新镇，
就是依景区而建的一个新就业区，有
酒店、餐饮、演艺等产业，带动了当地
群众就业和经济发展。

影视城里“怀古”

西部影视地，慕名已久。2014
年，著名作家张贤亮走了，不仅留下了
影响一代人的佳作，留下了令人难忘
的银幕形象，更留下一份“文化遗
产”——西部影视城。影视城地处银
川西郊，原址为明清时代的边防城
堡。在众多的影视城中，以其古朴、原
始、粗犷、荒凉、民间化为特色。在西
部影视城摄制的影片之多，升起的明
星之多，获得的国际、国内影视大奖之
多，皆为中国各地影视城之冠，所以有

“中国电影从这里走向世界”的美誉。
在影视城参访，你可以品一口

《红高梁》里的摔碗酒，与作家进行
穿越时空的灵魂对话，感受经典文
学作品的力量和时代变迁，见证爱
你一万年《大话西游》的经典延续。
与鼎盛时期的辉煌相比，今日影视
城稍显落寂，但是，它不会消失。因
为它有独特的韵味和特色，有文化
的主线牵引，有厚重文脉的传承与
绵延。西部影视城，宁夏游的文化
名片，值得探访和回味。

沙与海相约，全域旅游让宁夏与
海南相连。为改革探路，为国家当好

“试验田”，期待全域旅游之花在天南
地北绽放！

乘车不愁

从前车马很慢，书信很远，出行不
多。如今交通便利，通信很快，常来常
往。如今，身在人生地不熟的陌生城
市，手握城市叫车、共享单车、公共交通
等各类APP，出行也不成问题。

除了用滴滴出行、嘀嗒拼车、神州
专车、曹操专车等城市叫车类APP外，
许多人喜爱在当地乘坐公交车或者搭
乘地铁，在减轻出行负担的同时，也能
零距离感受城市人文气息。

“其实在百度地图、高德地图软件
中，只要定位好出发地，输入目的地，就
会有驾车、步行、公交、地铁等多种出行
方案可供选择，而且路线显示得非常清
楚明白。如果担心流量，还可以提前下
载该城市的地图包。”周瑞说，如果在一
个城市待得比较久，而且乘坐公共交通
出行较为频繁，则可以下载地铁通、车
来了等地铁、公交类出行APP或者下载
当地交通部门推出的公共出行APP。

打开地铁通，选择出发和达到，即
可有包含路线、时间、票价、距离等在内
的多种换成方案，获取精准的地铁信
息，即便在路线和站口繁多的大城市，
也不用担心找不着北。以上海为例，名
为“上海交通”的手机应用App则集成
了实时公交、地铁、路况、轮渡、机场巴
士等相关信息，基本实现包括步行、公
交和驾车的出行路径规划，十分方便。

人生地不熟？出行APP带你走起！

文化为魂，全域旅游且看“塞上好江南”

■ 本报记者 梁君穷

9月8日，在乐东黎族自治县黄流镇，本打算到
当地最老的市场寻找黄流酷粉的我们，却被带往一
处繁华的商业楼宇。“老市场已经被拆了，建成了新
的美食街，你们要找的黄流酷粉，美食街里有。”黄流
镇文化站站长邢诒山说道。

地下一层的美食街人声鼎沸，美味飘香。在众多
美食店中，有一家店面不大、生意却不错的小店，店里
卖的便是黄流人挚爱的酷粉。

落座不一会儿，一碗热气腾腾的黄流酷粉便端
了上来。乍一看，似乎与普通的海南粉汤无异，但仔
细翻看里面的配料，却发现大有文章，淡水小虾、油
炸花生米、炒酸菜、葱花等等，拌上特色的酱料融在
热汤中，氤氲着各种美味交织的气息。

这条美食街的负责人蔡赵刚是从浙江到海南工
作的小伙子，对于黄流酷粉，他情有独钟。“我们改造
这条美食街时，就想着要把黄流当地的美食留下来，
而首选的就是黄流酷粉。”蔡赵刚说。

一边品尝着黄流酷粉的浓郁美味，一边听当地
74岁的退休校长陈鸿汉说起关于酷粉的故事。“黄流
酷粉历史很长了，我小时候就常吃，那是陪伴黄流人
一生的味道。但我小时候它不叫黄流酷粉，叫热水
粉。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黄流当地受港台文化影
响，出现了许多‘酷男’‘酷妹’，这些年轻人常常坐于
街头巷尾，一边高声谈笑，一边吃着醇香的热水粉，渐
渐地就有了‘酷粉’的叫法。”

尽管在美食街上吃到的酷粉已经十分美味，但
陈鸿汉还是认为，要体验老黄流人是怎样吃酷粉，还
是要到老巷中去。

于是，随着陈鸿汉的脚步，我们出了美食街向东
走了数百米，向北拐进一条小巷，这里还保留着老街
坊的模样，锅碗瓢盆、茶油酱醋，生活的气息就明晃
晃地摆在每个小摊上。在巷道中又拐过几个弯，陈
鸿汉说了一声：“就是这里了。”

这是一座大铁棚，位于老市场的东北角外，大铁
棚底下有几家卖黄流酷粉的摊贩，其中人气最旺的
是一家叫“阿五酷粉”的店。

大铁棚三面通风，中午时分，风从远处的田野吹
来，即使吃着热气腾腾的粉汤也不会觉得闷热。酷
粉制作过程不复杂，先将青菜扔进汤锅中煮一会，将
米粉条倒进一个捞爪中，放进汤锅里烫一烫，然后倒
进碗中，按顺序放入各种佐料，最后撒上一撮葱花，
添上滚汤就可享用。看起来不到两分钟，一碗酷粉
就捧到客人面前。但在这两分钟的背后却是每日起
早贪黑准备食材的辛劳。

“好粉在于好配料，每日下午两点，我们就要开
始制作第二天的配料。”店主林玉桃介绍，首先是挑
选本地籼米洗净，磨成米浆，炸成米团；然后是制作
秘酱，将姜捣碎放入腐乳，以白酒入味，把蒜等调味
料捏捣成泥状；接着将魔鬼鱼和猪颚肉添上盐、少量
味精、白沙糖、八角香叶粉、蒜蓉酱、老抽等搅拌均
匀，再加入面粉搅拌放入油锅中炸熟。

黄流人习惯以酷粉当早餐，所以凌晨五点，林玉
桃便要开始一天的忙碌。把配料抬上车赶在六点前
送达店里，然后拾掇好碗筷，布置场地。接着支起大
锅，点火烧水制汤。再过一阵，伴着晨曦，林玉桃的
档口冒出热气，市场上行人也渐渐多了起来。

“对黄流人来说，酷粉是家乡的味道。”黄流小伙
邢林浩介绍，以前他在外工作，每次假期回到家中，
都要出门寻觅一碗黄流酷粉，若没吃到酷粉，感觉就
像没回到家一样。

人们走到档口前，相互问一声好，点上一份熟悉
的酷粉，抱碗上桌，熟练搅拌酱料，一直到喝完最后
一口热汤。就这样，黄流人在醇香的美味中开始了
新的一天。

黄流酷粉：
藏在美味中的乡愁记忆

■ 本报记者 赵优

中秋小长假和“十
一”黄金周眼看就要到
了，两个联袂而至的假
期成为较好的出游时
机，不少市民已经开始
筹划旅游行程、制定旅
游攻略了。

飞机、高铁、公交、
地铁……当我们去往一
个陌生的城市，从行程
管理到路径规划，如何
让出行更完美？各类方
便快捷的APP自然少
不了。为此，记者就来
帮大家整理一些出行类
的手机APP，以备不时
之需。

大漠孤烟，长河落日。贺
兰山下，九曲黄河，黄沙漫天，
“刀客”策马……这些画面，几
乎是我对宁夏的全部幻想。
8月底，适逢全国第二十五届
省级党报总编辑年会在宁夏
召开，终于有机会踏上这块西
北的神奇土地。媒体见面会
上，东道主一句“宁夏是继海
南后，全国第二个省级全域旅
游示范区创建单位”的骄傲，
让天南地北的海南与宁夏紧
紧牵手。

探路全域旅游，且看“塞
上好江南”宁夏巧手串起的
“珍珠链”。

宁夏沙坡头景区。本报记者 张茂 摄

买票不慌

出差、旅行、出门必定要订购交通
票务，如果到站排队买票，耗时耗力，非
常不方便。还好现在通过互联网就能
购票，可谓省时省力、方便快捷。而随
着智能手机的普及，网络购票更上一层
楼，我们可以随时随地购票。

支付宝和微信基本上是我们每个
人都会用到的手机软件，买票也非常方
便：点击支付宝进入其首页，工具栏中
会有“火车票机票”一项，点击进入即可
订购；点击微信，进入微信“我”界面，点
击进入“钱包”，进入“钱包”界面后，下
拉至第三方服务列，从中找到“火车票
机票”，点击进入即可订购。只要填写
出发地、目的地和日期进行搜索即可订
购机票。

“其实市场中主流的出行APP大
都采用了平台化的管理模式，如携程、
途牛、去哪儿、同程、艺龙等APP，包含
了酒店、机票、火车票、景区门票等，如
果需要购票可以‘货比三家’，看哪家更
有价格优势。旅游所涉及的吃住行游
购娱在这些APP中均能找到，只要动
动手指就能制定自己的出行计划，提前
买票。”海口市民周瑞是旅游达人，对各
类出行APP可谓信手拈来。他还提
醒，游客可以下载非常准或者航旅纵横
等航空服务类APP，随时关注航班信
息，合理安排行程。

开车不怕

飞机火车基本都会提前订好，到
了一个陌生城市，连方向都要借助地
图，纸质地图早已out，最多买当地的
手绘地图作纪念。这时候，就需要各
类路径规划类的地图APP了，绝对是
路痴的福音。很多用户在出门之前异
地旅游或者出差都会先查好路线，然
后根据手机导航地图的定位方向出
发，可以说给人们的出行提供了极大
的便捷。

说到地图，目前大家用的最多的地
图软件应当就是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
了，那么对于喜爱自驾游的人来说，这
两款地图软件各自有着什么样的优
势？自驾游达人张巍比较有发言权。

“跑长途，尤其是跑高速时，用高德
比较靠谱。而且高德地图在路况选择
上，比如避开拥堵路段、提醒违章高发
地区以及高速路口提醒方面，做得更
好。”张巍告诉记者，百度地图界面比较
详细生动，在城市导航中表现更好，尤
其是只知道要去的地方只有公司或者
单位名称时，百度强大的中文搜索引擎
提供了在线支持，所以如果是在市区步
行，或者需要换乘公交、地铁，百度要比
高德表现优异。

“地图上，加油站、ATM、厕所、景
点都有显示，基本能够满足自驾游客的
出行需要。”张巍表示。

旅游APP推荐

黄流酷粉。梁君穷 摄

各 种 出 行
APP 为出门旅
行的人们提供了
方便。

■ 本报记者 董纯进

语言翻译

Google Translate

Google Translate可以
翻译60多种语言的字词和短
语。对于大多数语言，你可以
直接语言输入，然后便可听到相应的语音翻
译。把手机横过来，就能够全屏显示翻译结果，
方便你找人帮忙时他人阅读。

旅行翻译官

旅行翻译官是个很实用的旅行翻译软件，它
的核心功能就是提供语言翻译服务，主要面向出国
旅行的用户。有趣的是，它可以直接发声，应用里
事先有设定一些旅行中常用语，点击相应的中文就
可以直接用英语或者选择的其他语言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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