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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笔

本报海口11月3日讯（记者郭
萃）11月3日晚，由海南日报报业集
团主办的“寻味海南·名门夜宴”2018
第三届海南美食文化节第二场主题夜
宴——撸串大会在海口名门广场举
办。活动吸引了百余名热爱美食的市
民游客参与，在品尝完美食后大家纷
纷直呼过瘾，表示在“撸串”中感受到
了夜海口迷人的生活气息。

有人说，在海南，夜生活是从晚上
12点开始的。而撸串，可以说是海南
人最热衷的夜生活之一。

在海口，每当夜幕降临，金盘夜
市、海垦夜市、海大南门小吃街、骑楼
小吃街……各种各样的美食城、烧
烤广场、夜宵摊点便开始迎来众多
消费者。逛街、购物、品尝美食，一
派热闹景象，成为夜海口的一道亮
丽风景。

在老海口市民陈鹏看来，夜市
是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晚上
八九点，跟朋友一起喝点小酒，吃点
小吃，聊聊人生，这种嘈嘈杂杂氛围
中透着的草根气息，就是一个城市
的文化。”陈鹏认为，弥漫着美食的
清香和烟火味儿的夜市，是一种生
机勃勃的感觉，也是这个海岛最迷
人的生活气息。

11月3日晚，这种夜市常见的浓
郁氛围被搬到了海南美食文化节现
场。

海南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摆放
着廖记棒棒鸡的冷锅串串以及现烤的
羊肉串，金黄色的色泽和诱人的香味
令人食欲大开。

在撸串大会开始之前，主办方设
置的撸串比拼环节掀起了整场活动的
高潮——5名参赛者比拼吃串串，比
赛过程中只能用嘴，不能用手，用时最
短的参赛者获胜。

随后撸串大会正式开始。“最喜欢
四川美食那种麻辣热烈的舌尖风味，
今天品尝到的廖记棒棒鸡味道非常正
宗。”在品尝完美食后，参与者吴女士
直呼过瘾。

“烤羊肉串是我夜宵的最爱！一

口下去，油脂在高温炙烤下散发的香
气立即充斥整个口腔，再配上一杯冰
镇的啤酒，非常满足，这就是撸串最大
的魅力。”对于撸串，市民郑先生有着
自己的体会。

活动现场，变脸表演大师的表演

还让市民游客一起感受到了川剧变
脸和喷火的魅力。变脸大师走下舞
台，与观众近距离进行互动表演，精
湛的技艺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欢呼和
掌声。

在有奖问答环节，当谈及儋州特

色美食时，来自湖北的游客吴先生表
示自己非常喜欢儋州米烂。“海南不仅
有美丽的热带风光，同时还有各式各
样的美食，是个让人流连忘返的好地
方。”吴先生说。

“这样的美食节很有意思，既有美

食也有节目，最重要的是现在还有互
动环节让市民游客参与其中。”海口市
民李女士表示，“美食文化节让我们足
不出户就可以吃到海南乃至全国各地
的美食，并且通过品味小吃体会到不
同的美食文化。”

保亭打造原生态特色产品

让山里的特产“走”出来
■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柳莺

椰子油、山兰酒、土蜂蜜、茶叶饼、灵芝及各种
苗药……走进第三届海南美食文化节现场的保亭
黎族苗族自治县美食展馆里，随处可见颇具黎族
苗族风味的特色产品。此次美食文化节中，保亭
美食展馆让市民和游客感受到了黎族、苗族人民
的勤劳与朴实，正是有了他们对原生态食材的理
解和深挖，才造就了诸多独具匠心的特色产品。

“快来尝尝纯手工制作的茶叶饼吧，自家茶叶
制作的，又香又脆。”保亭美食展馆里，身着黎族服
装的工作人员正在邀请游客品尝美食。除了茶叶
饼，海南保亭长青旅业有限公司的展台上还摆放
着茶叶、土蜂蜜等各种特色农产品。

“我们公司主要以旅游观光、养生、农产品产
销为一体，目前开发的海南保亭常青茶溪谷也在
试营业中。”海南保亭长青旅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黄
博奋向记者介绍，“整个景区占地18000亩，以热
带雨林为主。这次美食节，我们带来了景区里原
生态的土蜂蜜，都是保留了蜂蜜的原汁原味，没有
掺杂糖精和水。”

保亭苗妹实业有限公司展台前，各种苗药喷
雾、舒缓精油引得游客驻足品鉴。一位外地游客
告诉记者，家里的老人患有风湿，听说苗药治风湿
特别好，这次正好能带回去一些苗药孝敬长辈。

我们这里的酒最大的特点就是原生态、不勾
兑、无添加。”展馆的另一个展位，海南黎轩酿酒有
限公司的相关负责人牛文洲正在给顾客介绍公司
生产的山兰酒。据介绍，山兰酒采用的是山兰旱
糯稻为原料酿制而成。

“参加美食节活动，有利于推广保亭的美食文
化，让深藏在海南岛中部山区里的特色产品走出
来。”在接受采访时，保亭美食展馆相关负责人表
示，很高兴能通过美食节，让更多人了解保亭的特
色农产品，感受到黎族、苗族的风土人情。

（本报海口11月3日讯）

比拼吃串串，观赏川剧变脸表演，参与有奖问答

美食节撸串大会让人直呼过瘾

⬆第三届海南美食文化节上，各种本土特色美食和国内小吃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张茂摄

➡让人食欲大开的串串。

保亭美食展馆前人头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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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1月3日讯（记者卫
小林）11月3日晚8时，著名歌手张
学友如期莅临海口五源河体育场，以
歌会“友”，为我省歌迷打开了他那磁
性十足的嗓音。全场4万多歌迷跟
随张学友歌声挥舞荧光棒，台上台下
情绪高涨，这也是张学友阔别海口
11年后再来椰城献唱。历时3小时
的这场演唱会，也是五源河体育场开
业以来第一次迎接个人演唱会，标志
着海口文化产业又迈上一个新台阶。

演唱会上，张学友以一曲《我与
你》拉开演唱会大幕。其后，张学友
相继献唱了他的经典代表作，如《非
常夏日》《今晚要尽情》《慢慢》《遥远
的她》《她来听我的演唱会》《我真的
受伤了》《想和你去吹吹风》等，整场
演唱会，张学友演唱了38首歌曲，且
每一曲终了，台下歌迷都疯狂呐喊，
场面十分热烈。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今年7月

28日，海南省文体产业专题招商大
会举行当天，“学友·经典”海口演唱
会作为重要内容签约，成为海口响应

“百日大招商（项目）”签约项目之
一。11月3日开唱的这场张学友演
唱会，距离2007年在海口大英山举
行的“好久不见”张学友巡回演唱会，
张学友已阔别海口11年了。让主办
方都颇感意外的是，11年后再度举
办张学友海口演唱会，歌迷仍然充满
热情，开票当天，原本只定11月3日
演一场的门票被极速抢购一空，主办
方为满足海南歌迷热情，又加开了
11月4日一场。两场演唱会总共售
出门票近10万张，张学友要来海口
也成为那时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

大型商演往往能反映一个地方
演艺市场的活跃度。省旅游和文化
广电体育厅文化产业处相关负责人
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张学友海口演唱
会的火爆，让更多人看到了海南对此

类演艺项目的需求。
张学友国内巡演票务总代理率达

到98%的大麦网负责人告诉海南日报
记者，为防止黄牛扰乱演唱会秩序、假
票鱼目混珠，大麦网在验票现场设置
了三重关卡为歌迷保驾护航：一是安
保人员初检，歌迷凭票入场；二是大麦
网闸机扫描票纸芯片，验证入场；三是
看台入口及内场看台入口对应区再度
验证，分区入场。这三道关口，让张学
友海口演唱会秩序井然。

大麦网这位负责人还告诉海南
日报记者，大麦网大数据显示，购买
11月3日和4日这两场张学友演唱
会门票的粉丝中，23岁到32岁的年
轻歌迷最多，占总数80%以上，55%
的门票是女性购买，除海口、三亚、琼
海、儋州等本省歌迷外，最远的还有
珠三角的佛山、肇庆等地也有歌迷通
过网上购票来海口“追星”。

4日晚，张学友还将再唱一场。

海口演唱会大热登场

本报海口11月3日讯（记者杜
颖 邓海宁）“晚上8点前就顺利进场
了，心里石头也落地了，海口的保障
服务值得点赞。”11月3日晚，张学友
海口演唱会首场如约而至，海南日报
记者现场对数十位进场观众进行调
查式了解，歌迷普遍反馈，这次演唱
会海口的服务保障很到位，拥堵程度
比预想的小很多。

3日下午4时开始，长滨路上已
有不少车辆提前进入管制路线，这些
早到的歌迷就是担心晚到了会拥堵。
经过4个多小时体验调查，海南日报
记者发现，因为服务保障筹备部署到
位，无论坐私家车辆前往，还是乘坐公
交专线前往，都较顺利。

对这场演唱会的服务保障，海口
市提前多日准备。2日，海口市委还
召开专题会，就演唱会服务保障进展
进行反馈和再部署。海口交警部门在
五源河体育场周边设置12466个临
时停车位，其中，省会展中心约2300
个停车位，长滨一路至七路、长滨东一
街至东五街等路段设置约7000个停
车位，文体中心中路延长线停车场约
1700个停车位，体育场地下和地面
1016个车位，可谓准备非常充足。

傍晚6时30分左右，海南日报记
者驾车现场体验，虽然长彤路停车场
附近路线有1公里左右拥堵，车速缓
慢，但并未滞留，约20分钟就进入长
彤路停车场顺利停车。

海口市民群众素质也较高，尽管
没有路栏，依然自觉排队乘坐摆渡大
巴。大巴穿行，送观众至体育场主入
口停靠站仅用了10分钟左右。

海口公安部门组织3000余名警
力对五源河体育场外围、内围、核心
区域进行三重保护，对观演人员携带
物品一律进行安全检查，同时打击票
贩子非法倒卖演出门票、周边村民私
设收费停车场等行为。据统计，海口
公交集团共抽调200余辆公交车进
行服务保障，其中120辆公交车到市
区12个上客点接送，80辆对周边7
个停车场往返体育场摆渡，大大方便
了歌迷前往现场。“海口挺给力！”许
多观众演唱会后这样对海口点赞。

组织3000余名警力、抽调200余辆公交车

海口为张学友演唱会服务保障获点赞

全国英式橄榄球赛白沙开打
本报牙叉11月3日电（记者曾毓慧 特约记

者吴峰 通讯员王瑜）2018年全国英式七人制橄
榄球冠军赛11月3日在白沙黎族自治县开赛，来
自全国的14支队伍参赛。

来自北京、天津、上海、内蒙古、重庆等省区市
的8支男队、6支女队参赛，比赛共进行2天，3日
为小组赛，4日为淘汰赛并进行冠军赛暨颁奖。

中国橄榄球协会秘书长刘成龙介绍，2018年
全国英式七人制橄榄球冠军赛将成为白沙橄榄球
赛事的良好开端。本月中旬，国家青年橄榄球队
将在白沙进行为期一个冬季的集训，届时，白沙将
成为中国橄榄球冬季训练基地。

白沙黎族自治县政府负责人介绍，白沙重视
文体产业发展，致力于建设全国橄榄球冬训基地，
希望通过举办高水平赛事打造“文体小城”新名片。

本次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小球运动管理中
心、中国橄榄球协会、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
厅主办，白沙黎族自治县政府、海南文化体育公园
管理中心、海南家国文化体育有限公司承办。

海口美兰校园足球赛开踢
本报海口11月3日讯（记者王黎刚）2018-

2019年度海口市美兰区校园足球赛11月3日在
海口市第九中学海甸分校开踢。揭幕战中，海口
市二中队8：0大胜海口市九中海甸分校队。另一
场比赛中，海口四中队5：2战胜景山海甸分校队。

本次比赛分为小学U10组、小学男子U12组
和初中男子组，吸引14所中小学22支球队的600
多名球员参加。U10组比赛采用5人制，U12组和
初中男子组均采用8人制。为让孩子安心比赛，组
委会为参赛球员统一购买了保险。

本次比赛由海口市美兰区教育局主办，海南
岁月明星足球俱乐部承办。

张学友海口演唱会现场气氛非常热烈。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肖若腾体操世锦赛鞍马夺金
据新华社多哈11月2日电（记者杨元勇）继

中国队在多哈夺得世界体操锦标赛男团冠军后，
肖若腾2日为中国队再添一枚男子鞍马金牌。

当晚的体育馆内座无虚席。肖若腾的鞍马动
作难度高达6.6分，整套动作有力而流畅。稳稳
下马落地后，肖若腾握拳低吼了一声。

尽管肖若腾最终与英国的奥运冠军惠特洛
克得分同为15.166分，但由于对手的难度分为
6.8 分，肖若腾得以凭借更高的完成分收获冠
军。中国台北队的亚运会冠军李智凯以14.966
分位列第三。

张学友海口演唱会在五源河体育场唱响后，现场灯光璀璨，场面华丽。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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