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温馨提示

1.佳西红河谷距离乐东县城约
13公里，自驾约20至30分，琼乐高
速可由乐东互通下走佳西旅游公
路至佳西村。目前从乐东县城到
佳西村有公交车，每日往返5趟。

2.去佳西红河谷游玩类似探险，
最好准备溯溪鞋，带上手杖、手套、防
水套、备换衣服、药品、食物等。

3.游玩时请注重保护生态环境，不
要挑逗、抓捕野生动物，不要留下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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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友演唱会期间，酒店连续2天出
现满房情况，演唱会效应促进旅游消费的
力度比预想中还要强烈。”距离五源河体育
馆不到5公里，海口途家盛捷海景酒店工
作人员王康乐感受明显。

为看演唱会、音乐节等文艺活动专程
前往其它城市的市民游客，在订好门票的

同时，也建议提前将住宿、交通行程安排
好。一般而言，大型活动举办期间，为了维
护活动秩序，当地政府会适当进行交通管
制，保障活动场所周边交通畅通。因此，选
择酒店时，建议选择距离活动场地较近的
地段，适合步行、骑自行车、坐公交车等多
种方式到达活动场所，并提前了解出租车

打车费用、公交运营时间、免费接送观众班
车路线等信息。

●●小贴士：
像演唱会、音乐节这样持续时间较

长的活动，考虑检票入场、排队等待的时
间，建议随身带上面包等零食，随时补充
能量。

佳西水，水尤清冽

刚进村口，便看见一位身材高瘦、
面相憨厚，身着黎族服饰的中年男子
热情地迎了过来。他叫刘小辉，虽然
才42岁，但大家都习惯了叫他老刘。

老刘是佳西村人，曾在海马汽车
公司任职13年，2013年带着妻子回
到家乡创业做起了黑山羊养殖、农家
乐和户外拓展，一般来这里游玩的人
都找老刘带路。

还未进山，泠泠淙淙的溪水声就传
入耳中，如活泼的少女在弹奏灵动的乐
曲。寻声而去，跨过田塍，遁入一条林
间小道，便看见清澈的溪水就从山脚流
淌而过，直奔那远处的田野而去。

走入河谷之中，记者才发现老刘
口中所谓的“路”其实是在河谷中选一
些稳健的石头走过去。但令人奇怪的
是，无论是平缓处水流清澈见底，还是
狭窄断层处水花四溅，都让人觉得红
河谷“名不符实”。

“据说是因为在其源头猕猴岭顶
上长着多年落叶植物，落叶潮湿腐烂，
分解出一种红色的物质，雨季时被雨
水冲下山，把河水染成红色，所以河谷
称为红河谷。”老刘一边在石头上跳跃
着，一边解释，河水改道后，现在红河
谷下游段的河水便不再红了。

越往深处走，山谷之间越发清凉，
除了溪水潺潺，天地间万籁俱寂。偶
尔在石上步子踩得重了一些，便会将
水下的小鱼惊出。灵动的鱼影与欢快

清亮的溪水声，在宁静的山谷中，声影
映衬成趣，为这幽谷平添了许多生机。

佳西石，石多状奇

淙淙溪水声吸引我们向前，山崖
之上树木枝缠藤绕，密不分株，沉甸甸
的湿绿彰显出倔强生命力。

走出河谷旁的林间小道，视野开阔
起来，只见一条河谷呈漏斗型向里纵深，
两岸的山峰也越来越高，越来越陡。河
谷出山处被冲刷出一片开阔河滩，河滩
上乱石堆积，有些大的石头直径有两三
米，大自然不知用了多少万年才将这一
些石头从遥远的山谷搬运到此处。

走上河滩，发现这里怪石林立，大
小不一且形态各异。有的或经万年流
水冲刷而圆润光滑，或刚从山崖跌落
依旧棱角分明；有的则像伸着大拇指
的手，像脚丫，或像长着明眸的人头。
河滩鹅卵石更是随处可见。

而在河谷中，我们也发现“红河”
的印迹，一些大的石头顶上有凹陷，这
个凹陷处布满了红色的痕迹。“当年水
大的时候红河水漫过这块石头，后来
河水小了、变清了，再也没有能够涨到
这个水位去冲刷，所以大石顶上的凹
陷处还保留着暗红色。”老刘解释说。

除了大石顶上的红色，红河谷中
的石头也充满了各种颜色。黛绿的、
浅蓝的、米白的、绛紫的，各色石头如
巴掌大小，早已被河水洗去了棱角，加
上枯死的水草在石头上结成了“花”，
河谷中单单是石头便让人开了眼界。

佳西谷，谷深林密

据了解，佳西自然保护区位于昌
化江中上游流域，猴猕岭的南麓，与昌
江王下乡十里长廊皇帝洞风景区南北
背靠背。该保护区内的猴猕岭是海南
第三高峰，海拔1655米。而其中红河
谷则绵延十多公里。

秘境佳西，是老刘小时候的乐园。
“小时候我们常常在河谷中游荡、戏水、
摘野果，那是我们的童年乐园。”说起红
河谷，老刘打开了话匣子。

越往河谷深处，河谷越狭窄，两侧的
山也越发陡峭，不知不觉间抬头已望不
见阳光，只见山头峭壁处有夕阳斜照。
野山竹、红藤树、大叶榕等植物日复一日
生长在峭壁之上，只是偶尔有枯叶飘落
山涧，才有了它们一次远行的寄托。

往河谷深处走了两个多小时，依然

看不见河谷的尽头，坐在巨石上休息
时，老刘笑着说：“这才走了整段河谷的
不到十分之一。里面的景色越发神奇，
有些地方呈现‘一线天’的景色。”

我们没有再往里走，伴着斜阳走
出河谷。老刘脚下的步子走得疾，原
来在不远处，他的妻子已在家中张罗
着一桌黎家饭菜……

■ 文/张琬茜

金秋时节，傍晚时分，漫步南渡江畔，享清风
徐来，甚是惬意。幸运的话，偶能目睹一场大丰
收，渔民们迫不及待地将“战利品”运送到各个食
店；大厨们纷纷摩拳擦掌，准备大展身手，为客人
们呈上美味佳肴。

海南，四面环海，水产丰富，海味随处可尝。
而作为海南最大的河流，南渡江的水养肥了江中
的鱼虾蟹，则造就了另一番独特风味——南渡江
河鲜。

那么，海鲜与河鲜有什么区别？前者源自海
洋，常得于大海深处；后者源自江河，多存于流水
石缝间。口味上，海鲜本身带有鲜甜滋味，河鲜腥
味稍重些；做法上，海鲜常以清蒸白灼居多，尽可
能保留一口鲜感；河鲜多以炝炒为主，有时借助些
食材搭配，便能变身出一道道美味。由此，诸如

“啤酒焗毛蟹”“香草煸南渡江河虾”等各式各样的
奇特组合便被摆上了餐桌。

与海味打交道近20年的王明勇，也是做河鲜
的一把好手，平日里总喜欢钻研各类新做法，表面
上虽不善言辞，可进了厨房，却总能用娴熟手法将
河鲜的烹饪方法娓娓道来，“啤酒焗毛蟹”便是他
的研究成果之一。

刚从河里捞上来的新鲜毛蟹，个头不大却膏
肥味甜。用清水洗净蟹身泥垢后，不用加任何佐
料腌制，只需放置一旁，等待煸炒。往锅里倒上几
勺油，撒入事先切好的姜条、葱条，翻炒片刻后，毛
蟹就该入场了。

入锅后的毛蟹，随着高温烹炒，灰黑色的外壳
逐渐变成金黄，而此时，最重要的“秘密武器”——
啤酒，被派上了用场。以酒代水，焖出酱汁，是这
道菜的精髓。一罐500毫升的啤酒，根据蟹的数
量适当取舍，六七只蟹的量大概需要淋洒半罐啤
酒，可若要细问酒和蟹的比例是多少，王明勇一时
也说不上具体的数字，“经验多了，都是凭感觉。”

加入啤酒的毛蟹，香味更浓了，即便盖上锅
盖，也能嗅到浓郁鲜香。焖炒的过程大约需要
15-20分钟，期间还需不停地颠锅，以防粘底。待
毛蟹出锅后，定要直接上手剥，蟹身虽玲珑，仍有

让人啜手指的魅力。轻轻吮吸一口，躲藏在蟹肉
间的汁液便能顺口而下，十分香甜。

在河鲜宴中，河虾也是不可或缺的主角之一。
以香草入味做出的“香草油煸虾”，是南渡

江畔的一道特色菜。鲜活的河虾洗净后，加入
刚摘来的罗勒草，入锅翻炒时配点儿酱油和十
三香，只需短短几分钟时间，香味便飘溢而
出，河虾的鲜香与罗勒叶的清香融于一体，沁
人心脾。

除了河蟹河虾，河鲜里的鱼类也不少，罗非
鱼、大头鱼等都常被食客青睐。将鱼放入锅中小
火慢煎直至两面金黄，再放入砂锅里焖煮上片
刻，鱼肉中的香甜滋味将慢慢散发出来。若想让
鱼肉味道更香，用自酿米酒腌上一两个月的黑豆
干必不可少。鱼香味和米酒味交相呼应，最是肥
美香甜。

实际上，南渡江的河鲜美味远不止这些，黄骨
鱼汤、油爆大头虾、河鲜刺笋牛肉干……江水流
过，石缝间滋生了美味，是大自然的馈赠。捕捞，
收获，烹饪，尽享各式各样的河鲜是食客们不可或
缺的乐趣之一，也是远在异乡的人们割舍不下的
家乡美味。

到了周末，驱车前往南渡江畔，沿着河岸散散
步，享受闲暇时光，再到乡村野店尝几口鲜味，最
是舒适惬意，悠闲自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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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渡江河鲜：
流水石缝间的鲜肥美味

探访乐东佳西红河谷

美丽佳西，溯洄从之新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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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林诗婷

11月3日至4日，
“歌神”张学友阔别11
年再次海口开唱，吸
引近9万歌迷相约海
口市五源河体育馆，
一同感受这场高水准
音乐盛宴带来的激情
与感动。

追演唱会、追星、
追音乐节……事实
上，为了一场演出或
某位明星，如今已逐
渐成为年轻一代开启
旅行的重要原因之
一。

今年秋冬，海南
还将陆续迎来国际电
影节、电子音乐节、草
莓音乐节、王力宏演
唱会、《暗恋桃花源》
话剧等关注度极高的
文艺活动，届时还将
有各式好玩精彩的主
题活动纷呈登场。还
在“心痒痒”的小伙伴
们，不妨为自己量身
打造一次文艺之旅，
来海南感受电影节、
音乐节等文艺活动氛
围的同时，规划设计
出行游玩的特色路
线，开启说走就走的
文艺游。

进入11月，海南已有丝丝凉意，但翻开
文艺活动日程表，接下来两个月连番登台的
节庆活动定将持续“搅热”今年秋冬季。

备受关注的首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将
于12月9日在三亚举行，将通过全年展映、
全岛放映、全民观影的全新方式，让更多岛
民、游客感受海南独特的电影文化魅力。

“通过新闻了解到，将有30个国家的
100部电影在全岛展映，电影节上还将打造
沙滩影院，赤脚坐在沙滩上，一边吹着海风、
一边观赏各国优秀电影，想想都觉得美！”
距离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开幕还有1个月，
海口市民张芊已经计划着三亚“电影游”。

围绕海南海岛、沙滩文化，打造户外特
色体验，还有不少沙滩类节庆活动吸引着
年 轻 游 客 。 其 中 ，以“Go High Go
Young·够嗨够年轻”为主题的2018年第
三届海南国际旅游岛（陵水）青年狂欢节活
动将于本月24日启动，届时将有国际青年
运动趴、海洋彩虹泡泡跑、沙滩嘉年华狂欢
活动、沙滩电音节、呆呆岛沙滩嘉年华等不
同的活动内容。截至目前，该狂欢节已吸
引了1000多名来自全球68个国家的青年
游客报名参加，追求活力、刺激之旅的朋友
们不妨到陵水开启热力周末。

此外，“音乐迷”也将有耳福了。三亚

国际音乐节将在12月27日开唱，除了强
大的演出阵容，本届主办方还引入巨型蜘
蛛造型的舞台装置，配合艺人、烟火、灯光，
为乐迷呈上一场震撼视听的音乐狂欢体
验。本月24日至25日，备受年轻人关注
的草莓音乐节也将首次亮相海南，朴树、彭
坦、曾轶可等歌手将在海口带来摇滚、民谣
等多元音乐风格作品，展示享受音乐与生
活的年轻态度。

●●小贴士：
海南草莓音乐节、三亚国际音乐节等

已经开启门票售卖通道，不想错过的歌
迷、乐迷可多多关注、提前购票。

据大麦网数据显示，本次海口场张学
友演唱会中，23到32岁的年轻歌迷最多，
占比高达80%以上。

无独有偶，途牛旅游网调研数据显示，
青年游客出游动机更加单纯、任性，演唱
会、音乐节、热门赛事都能促成一场“马上
就出发”的旅行。“另一方面，在日新月异的
互联网时代，青年消费者深受娱乐化营销
的影响，更加容易接受并且尝试新鲜事
物。”来自北京的“90后”游客郑伟杰说，去
年为了参加ISY国际音乐节，他专程打“飞
的”来到海南。

结合电影节、音乐节等特点，如何设计
一条专属特色线路？即将到来的海口草莓

音乐节、三亚国际音乐节等音乐节活动大
多在户外进行，对于海南秋冬季来说，户外
活动将十分惬意，参加者在活动期间能享
受到海南宜人的自然环境，与大自然来一
次亲密接触。其中，ISY国际音乐节今年
在三亚海棠湾举办，来参加的游客不妨去
湾区逛逛，湾区内新建了亚特兰蒂斯水上
乐园等项目，还有蜈支洲岛景区新开发的
一系列“亲水”运动，动感十足的电音与紧
张刺激的水上项目相结合，定能让你这趟
音乐之旅不虚此行。

喜爱电影的朋友，一定不会错过海南
岛国际电影节。事实上，在海南也有不少
和电影相关的路线值得一去。比如，三亚

蜈支洲岛景区、亚龙湾热带天堂森林公园
等地，曾拍摄过《非诚勿扰Ⅱ》《私人订制》
等热门电影，实地探访热门影视剧、综艺
节目的取景地成为青年用户旅游新潮
流。想过一把“电影瘾”的游客，推荐去海
口冯小刚电影公社，在那里有民国时期南
洋风情的建筑群，租一套演出服，行走在
特色街道，拍一段“抖音”短视频定会别有
一番风味。

●●小贴士：
开启文艺游，在安排行程时要提前考

虑节庆活动的时间，根据出行时间合理安
排路线。建议安排周边游玩路线即可，尽
可能放松身心享受节庆活动的氛围。

■ 本报记者 梁君穷

早就听闻乐东黎族
自治县有一处佳西秘境，
许是由于琼乐高速开通，
近来去的人多了，朋友圈
里佳西红河谷的山水游
记也转得多了起来，青山
叠翠、水清石奇的照片让
人不由得心驰神往。

一路上，两侧忽而是
黄灿灿如童话世界一般
的稻田，忽而是浓翠的经
济林木。11月1日下午，
海南日报记者驱车前住
抱由镇佳西村，一探山间
幽谷清流。

佳西红河谷位于乐
东县城以北 12公里处，
从县城出发约20分钟，
便到了佳西村村口，原
本低平的丘陵地貌陡然
出现一片连绵不断的大
山，仿佛一块巨石被神
力搬放于此。再向西北
处细望，只见两座山间
有一条凹陷下去的山
谷，那便是此行的目的
地，佳西红河谷。

文艺活动早知道 电影节、沙滩派对、音乐节轮番上阵

年轻玩法花样多 参加节庆活动再来周边游

住宿交通提前订 轻松惬意享受文化盛宴
去年的三亚国际音乐

节，电子音乐引爆现场气
氛。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文
艺
浪
漫
的
三
亚
海
边
。

本
报
记
者

袁
宇

摄

南渡江河蟹。张琬茜 摄

攻略

演
唱
会
、电
影
节
、音
乐
节
轮
番
登
台
，海
南
文
艺
活
动
乐
不
停

文
艺
之
旅

海
岛
狂
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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