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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味

■ 本报记者 周晓梦
实习生 叶映彤

秋高气爽，带上
相机、手持望远镜，
去森林、湿地和公
园，寻找飞鸟的踪迹
……如今，随着生态
旅游的逐渐兴起，观
鸟也正成为人们亲
近大自然的悠闲方
式。

观鸟原本是一
项17世纪起源于英
国的活动，起初是科
学家们探索自然的
行为。如今，观鸟逐
渐发展成为一种大
众娱乐休闲的户外
活动。

海南位于东亚
—澳大利西亚候鸟
迁飞线路上，每年
到了秋冬季节，会
有数以万计的候鸟
在此越冬或者迁飞
路过。鸟况与环境
生态、季节、天气、
时间等多种因素有
关，观鸟不仅仅是
看鸟，同时也是让
人们观察鸟类生存
环境的生态状况，
观察自然，爱护自
然，融入自然。

户外观鸟
注意事项

1. 户 外 观 鸟 的
“君子协定”。尽可能
避免穿着鲜艳抢眼的
服装，保持隐秘和安
静，不要高声喧哗惊
扰鸟类，更不要驱赶
鸟类；以及拍照不用
闪光灯、尽量少使用
手电筒照射鸟类等。

2.备好望远镜、
鸟类图鉴、笔记本和
笔。一般在海南常用
到的图鉴包括《中国
鸟类野外手册》《海南
东寨港鸟类图鉴》等。

3. 保 持 心 态 平
和，不骄不躁，观鸟需
要耐心，也需要点运
气。

4.发现鸟时应该
先看看它的体型、羽
毛颜色，听听它的鸣
叫声，仔细观察记录
鸟的特征、生境情况
等；观察后再对照图
鉴或询问，这样可以
培养正确的观鸟习
惯，为观鸟技能加分。

5.户外活动，安
全第一。

■ 本报记者 林诗婷

旅行的目的是什么？有的人喜欢
扎堆热闹，感受美景繁华，享受与家人
好友团聚的那份喜悦；也有人则带有
些“私心”，希望能在旅途中探寻到私
家景致，独自品味静谧的专属片刻。
来到三亚市育才生态区后靠村吖啦咪
苗寨可以两全其美了。

醉人绝美的景致往往藏于山水之
间。从三亚市区驱车前往，穿过热闹
街区至天涯镇，再沿育才大道盘山而
上，山路约行30公里，便到达美丽淳
朴的山村——后靠村吖啦咪苗寨。

来到吖啦咪苗寨，村民热情的欢
迎礼能迅速将舟车劳顿的疲惫消散，
无论是年过七旬的老叟，还是可爱活
泼的“小不点”，朴实的苗家人身着盛
装，唱起歌、跳起舞，共同欢迎远道而
来的贵客，递上一碗鲜甜清香的山兰
酒，是苗家人对宾客的最高礼遇。

简单的欢迎仪式结束后，真正的
苗寨探秘之旅才拉开帷幕。曾几何

时，由于位置偏僻、交通不便，吖啦咪
苗寨仅是个落后贫困的小山村，村民
们过着相对闭塞的生活。而今，在三
亚市美丽乡村建设下，这座具有苗族
风韵的古村终于揭开了美丽面纱，特
色苗家风情与令人惊艳的美景成为这
座村庄的靓丽名片。

村寨为什么叫“吖啦咪”？据说，
在苗语中，这是“我爱你”的意思。在
这个淳朴原生的苗寨里，对于苗家人
而言，这三个字是最真挚的问候，也是
大自然对远方宾客的表白。

闲逛在村道上，家家户户的房屋
外墙涂着苗家特有的图腾花纹，路边
的酸豆树、三角梅等花繁叶茂，随手一
拍都是令人心旷神怡的乡野美景。村
民们喜欢在路边树荫下搭几张小板
凳，与左邻右舍喝茶、乘凉，孩童们在
一旁追逐打闹。在这里，淳朴的生活
气息扑面而来，心灵也能得到沉静。

为了吸引更多游客，增加游玩村
庄的趣味性，苗家人发挥村里的自然
环境优势，还打造了房车露营、草地露

营、山地寻宝等特色项目，并配备了游
客中心等服务设施，设有淋浴、换衣等
场所，方便游客开展户外拓展等活动。

不过，真正吸引人的要属村子里
绝美的自然风光，这是从三亚市区驱
车1个多小时、克服盘山公路上奔波
眩晕后的最佳礼物。沿着村道向里
走，来到一片开阔草地，四面是青山环
绕、云雾缭绕的景象，不远处的白头岭
葱郁挺拔，山间的雨林河谷顺流而下，
滋养着一方水土。站在山谷间，放眼

望去，呼吸着与世隔绝的清新空气，聆
听不急也不缓的潺潺河水声，尽情地
放飞思绪、抛开繁杂，何尝不是一种幸
福？

有探险精神的游客，可以在当地向
导的带领下，探秘雨林中的神奇景观，
与大自然来一次亲密接触。村旁便是
美丽的白头岭，雨林内郁郁葱葱，常年
平均温度在25℃左右，非常适合进行雨
林徒步活动。一路上，能看到雨林河谷
中的怪石奇观，以及苗家古居遗址，极

具特色的泥巴茅草屋讲述着历史的变
迁，雨林内热带植物各具特色，一边走、
一边看美景，感受着山间的阵阵清新凉
意，定会让人回味无穷。

吃，是不少人在旅途中非常关心
的问题。在苗寨，热情好客的苗家人
会准备好特色长桌宴款待来自五湖四
海的客人，以绿色芭蕉叶做桌布，就着
醇美山兰酒，品尝三色饭以及苗家特
色菜，让歌声、美食、山水美景、淳朴民
风为你的旅途带来难忘回忆。

■ 本报记者 林诗婷

丰富多样、新鲜美味的热带水果是吸引着国
内外“吃货”前来海南的秘密武器。在海南，一年
四季瓜果飘香，不仅品种繁多，吃法更是五花八
门。无论是水果泡盐水、水果蘸酱油，还是水果
蘸辣椒盐、炸水果，众多新奇的水果吃法常挑战
着各地食客的想象力，各式果肉与不同调味料巧
妙搭配，发生着奇妙的化学反应，独特口味常能
让人欲罢不能、久久回味。

而说到用水果做菜，很多人也并不陌生，菠
萝炒牛肉、菠萝虾球等特色做法，凭借酸甜口感
也逐渐成为红遍大江南北的家常菜。

不过，在海南，最受欢迎的一道水果菜，恐怕
要属椰子鸡汤。椰子水的香甜与鸡肉的鲜味通
过慢火熬制巧妙融合，口味鲜甜令人回味，是本
地人日常养生的特色佳肴。

事实上，几乎顿顿不离汤的海南人，更是将
对煲汤的奇思妙想发挥到了极致，除了热门的椰
子鸡汤外，还有多少水果鸡汤可以尝试？巧用海
南当地水果煲汤，提炼水果特色口感，杨桃炖鸡
汤、木瓜炖鸡汤、酸西瓜鸡汤、榴莲鸡汤、甘蔗鸡
汤等水果鸡汤，都会让你大开眼界、大饱口福。

相当一部分海南人爱吃酸。长时间出海打
渔的渔民，受烹饪食材的限制，常会带上一瓶自
制的酸豆酱出海，用来佐餐、调味，或是直接放进
鱼汤里，鲜与酸融合，常能让远行的人想起家乡
的味道。海南有不少酸味瓜果，黄皮、杨桃、酸西
瓜、酸豆就地取材，是做酸甜口感菜肴的最佳配
料。黄皮鸡汤、杨桃鸡汤、酸西瓜鸡汤是常见菜

肴，当鸡肉的鲜味与水果的酸味在适宜的温度下
碰撞交融，温和地爆发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香
味。这样的酸甜口味非常开胃，也十分有营养，
有生津止渴、消食健胃的功效。喝上一口鸡汤，
唇齿间的留香不禁让人想多喝几碗。

清甜多汁的甘蔗，也是煲汤的好食材。在海
南，有的人喜欢拿甘蔗来烤，还喜欢用来煮汤。
甘蔗去皮后，切成小段，配上枸杞、板栗、马蹄等

“煲汤伴侣”，加入鲜美的鸡肉或排骨共同慢炖，
随着甘蔗汁慢慢渗透至汤汁中，清甜浓郁的口味
引人回味。

再尽情发挥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还有什么水
果可以煲汤？追求新奇美味的食客，榴莲炖鸡不
可错过。这道菜，乍一听名字，除了榴莲狂热爱
好者外，大部分人恐怕会觉得“毛骨悚然”，认为
是一道满分的“黑暗料理”。但其实，榴莲煲汤非
常有营养，具有保健、美颜的功效。

榴莲炖鸡如何烹饪才能不“黑暗”？这道菜，
并不是用有气味的榴莲肉炖，而是用榴莲心、榴
莲瓤。榴莲吃完后，可将榴莲心、榴莲瓤用小刀
切下，洗净后切成大块，将鲜鸡肉、红枣等食材下
锅，小火慢熬1小时左右，出锅前加入少许食盐即
可。榴莲汤清甜可口，能补血益气、滋润养阴，完
全没有想象中的“怪味”，却又有一股特殊的清
香，口感绝对让食客惊喜。不过，若是榴莲狂热
爱好者，也可以在煲汤时加点果肉，淡淡榴莲香
的味道也十分鲜美。

其实，水果做菜并非是想象中的“黑暗料
理”。很多特色菜肴的出现、改良与传承，能体现
出一个地方的人对生活的态度。比如，常在海南
普通百姓家庭见到的酸豆鱼汤、杨桃鱼汤、酸西
瓜鸡汤、木瓜鸡汤，便体现着海南人的简单与淳
朴。

“以前，受条件限制，很多时候辛劳的巧妇就
地取材便能做菜，这些土生土长的瓜果经巧手烹
饪，变成了能填饱一家人肚子、犒劳一天辛勤劳
动的美味佳肴。”从事餐饮行业多年的海南本土
厨师林志恒说。

天渐凉，何不来一碗水果鸡汤，无论是酸的
还是甜的，总有一种味道能温暖你的心。

三亚后靠村吖啦咪苗寨：

赴一场大自然的奇妙约会

水果鸡汤：
颜值与营养齐飞

地址：三亚市育才生态区后靠村
吖啦咪苗寨

交通：苗寨位于山里，建议自驾前
往，市区至苗寨的路程约50公里。

住宿：路途较远，建议夜宿苗寨，
内有民宿，也提供露营场所以及洗浴
设施。

装备：为防止蚊虫叮咬，建议穿长袖
衬衣、长裤游玩，并携带驱蚊花露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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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小贴士：

鸟类图鉴，观鸟必备。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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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儿何处寻？

海南岛具有广阔的沿海水域、
滩涂、河流、湖泊等湿地资源，可为
冬季候鸟提供丰富的食物资源和
越冬栖息地。但秋冬季来临，在海
南与北方地区之间，鸟儿就会开始
演绎“南来北往”的故事。

环看全省，各具特色的越冬水
鸟栖息地有不少：在海口东寨港，
多见雁鸭类，鸻鹬类也有不少；洋
浦港则是鸥类的乐园，在我省其它
地方难得一见的大型鸥类可在那里
看到；文昌清澜港一带滩涂是一个
很稳定的鸻鹬类越冬地，种类丰富；
东方四更则是我省最重要的黑脸琵
鹭越冬地，每年固定飞来过冬。

“像海口的海大东坡湖、白沙门
公园、东寨港，还有文昌会文、三亚
红树林、三亚鹿回头公园、临高新
盈、东方四更、昌化江口、海尾湿地
公园，以及尖峰岭、霸王岭、鹦哥岭

等地，都是很好的观鸟地点。”海南
观鸟会顾问、全球环境基金（GEF）
海南湿地保护体系项目宣教专家卢
刚是观鸟高手，请他推荐观鸟点，他
可以一口气列出一串地名。

在这些地方，你可能会看到
“常居本地”的留鸟，也可能会和
“来来往往”的候鸟偶遇：“呱呱呱”
的是绿嘴鸦鹃，“咕咕欧”声调平仄
起伏的是珠颈斑鸠，“咕噜咕噜”的
是红腹滨鹬……

初学观鸟，必备的入门“利器”
包括一台望远镜、一本鸟类图鉴，

以及一本笔记本和一支笔，当然，
最好的“工具”就是一双善于发现
的眼睛，以及选择和有经验的观鸟
者同行。

海南观鸟会有时周末会在海
口市区内的海南大学东坡湖、白沙
门公园等地组织观鸟活动，现场安
排观鸟达人指点，一般不收取任何
费用。感兴趣的朋友可关注海南
观鸟会的微信公众号获取相关信
息，或者某个周末碰碰运气，说不
定就能加入到观鸟队伍中，一起体
验和感受。

观鸟有何趣？

“为鸟痴，为鸟狂，为鸟咣咣撞
大墙”。观鸟是一个逐渐吸引人

“入坑”的过程，也是一件会让人上
瘾的事情。

“自从开始观鸟，对周围环境
的感受就不一样了，除了花草树
木，还能感受到鸟类时时在我们周
围，我们都生长出一种新的触角
——感受鸟类的触角。”鸟友唐唐
妈（网名）认为，所谓观鸟，就好比
拿到了大自然剧场的入场券，可以
尽情观赏大自然的演出。

像唐唐妈一样，曾经拍摄记录到
小青脚鹬的鸟友杨川，也觉得观鸟是
一个能给予人奇妙体验的过程。

“我第一眼看到时以为是青
脚鹬，但边往回走边看照片发现
不对劲，我就和同事说‘再给我40
分钟’，返回去再看时才确定是小
青脚鹬。”杨川回忆说，去年11月
1日，他到文昌会文观鸟，没想到
运气不错，相机镜头里拍到了小
青脚鹬。

小青脚鹬属于全球性濒危鸟
类，种群数量非常稀少，一般繁殖
于东北亚的萨哈林岛等地，迁徙时
会经过我国一些东部沿海省份。
海南观鸟会发布的会文湿地调查
报告显示，小青脚鹬百年来在海南
一共记录过三次。

在仅有的三次记录中，杨川幸
运地遇到了一次。观鸟有何趣？
鸟友们这些难以言表的心情与收

获，即是其中的趣味之一。
“候鸟是大自然的信使，它们

可以传递很多信息，告诉我们季节
的变换、气候的变化等等。鸟在古
代就是很重要的被观察对象。”世
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世界保护
地委员会委员、成都观鸟会理事长
沈尤说。

去年，沈尤到海口作了一场讲
座。主题很简单，只讲和鸟有关的
故事。“像这两年到新盈越冬的黑
脸琵鹭数量稳中有升，而且还有珍
贵的勺嘴鹬，这都是让人兴奋的消
息……”沈尤对海南的鸟况很关
注，在他看来，透过从远方而来的
鸟，不仅可以探究迁徙的奥秘，更
重要的是能够让我们看到身边近
旁、习惯忽略掉的信息。

鸟儿何所依？

观鸟不仅是为了探索大自然，
更重要的是在观鸟过程中体会到
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有鸟友认为，目前，以观鸟为中
心的旅游线路正在发展中，这样的
一种新兴的旅游，与传统的旅游不
同之处就在于，不仅仅是观赏了沿
途的风景，更增长了知识，注重对旅
游地生态环境的关注，更尊重自然

和保护自然。
海南观鸟会会长程成介绍说，兴

趣是观鸟的前提与切入点，但这背后
其实还有一份责任心和使命感。

她认为，观鸟应是将观鸟兴趣
的种子埋下，灌溉培育，日后长成
爱鸟护鸟的大树，进而热爱自然、
守护自然。例如，部分鸟友会利用
周末或节假日时间，纯义务地一起
完成一些鸟类调查活动。

候鸟们明年还会来吗？没有
人知道。

迁徙的鸟类对落脚点的选择，除
了受气候条件影响以外，还会受多样
性而稳定充足的食物来源条件、良好
的迁徙经停或越冬条件、良好的营巢
繁殖条件、人类干扰的可接受范围、
随机扩散以及原栖息地变化导致的
替代选择等多重因素影响。

如果说，候鸟迁徙是一个关于
承诺的故事，那么，每年为远道而
来的候鸟提供安心落脚的歇息地
和“补给站”，是我们和它们之间

“年度约会”的最佳故事注脚。

地址：海口市金盘路30号 邮编：570216 总值班：66810666 广告许可证：琼工商广字015号 广告部：66810888 发行部：66810999 海报集团新闻热线：966123 邮发代号：83—1 报费：每月45元 零售每份1.5元 昨天开印时间3时30分 印完：6时05分 海南日报印刷厂印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