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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林诗婷

“吃货”的最高境界是什么？有人认为，菜肴的
口感不重要，在寻找美味的过程中收获乐趣，才是

“吃货”境界的一大重点。相较于有针对性的找寻，
在漫无目的闲逛中偶然发现美味时的那种惊喜更
令人难忘。

在海南，“吃货”往往扎堆在街头巷尾不
起眼的小店中。这些店面大多简陋朴素，几
十年不变的秘密配方和味道，保留着不变的
食材和做法的美食，深深吸引着周边街坊居民
前来光顾。

在三亚市天涯区群众街，仍能找到记忆中的
味道，海南特色小吃铺面比比皆是。对于很多

“老三亚”来说，更爱将群众街称为“巴黎街”。“很
多年前，来自东方、儋州、临高等地的渔民来到三
亚，大多居住在三亚河河滩附近，而后逐步搬至
群众街扎根，由于东方北黎地区的人居多，群众街
便有了‘北黎街’的叫法，三亚方言中‘北’与‘巴’
发音相似，‘巴黎街’的叫法由此而来。”三亚市民
王裕姜说。

老街道，便是最接近地道美食的地方。一到午
后，海南人的休闲时光才刚刚开始，群众街经营海
南风味下午茶的店面相继营业，地瓜糖水、糯米糕、
虾饼、粉肠、豆腐脑等琼味小吃一应俱全，附近的街
坊邻居早已形成习惯，每天雷打不动地来到常光顾
的小店，点上一份甜品，与家人朋友相聚闲聊，悠闲
地度过漫长的午后。

众多小吃中，一款“高颜值”食品是不少三亚
人的首选，这便是口感清爽的酸糕。酸糕放在圆
形铁盘中，白色米糕上洒满葱花和油炸蒜末，根
据客人所需，店家用小铁铲刮下菱形状酸糕，盛
在塑料碗里，淋上特制酸水，小小一碗包裹着
酸、甜、香等丰富味道。滑溜溜的米糕，就着酸水
下肚，满满一口爽滑，酸味充斥着口腔，让人欲罢
不能。

或许是海南常年的高温天气，海南人对于酸
粉、酸糕、糟粕醋等酸味美食毫无抵抗力。“尤其在
天气炎热的午后，吃上一口清爽的酸糕，酸中带甜
的口感让人回味。下午如果去晚一点，满满一圆盘
的酸糕就只剩一小半了。”居住在三亚市群众街附
近的梁君说。

店家介绍，小店在群众街开了十几年，铺面
不断改造升级，还开通了网上外卖渠道，小街美
食走进城市家庭、写字楼中，但不变的是各式小
吃的传统做法。其中，酸糕中白色米糕松软可
口、香甜软糯，深受当地人喜爱。大米粉、水、糖
等原材料按照店家多年来摸索出来的比例调配，
混合搅拌均匀后装入圆形铁盘中，凉水上锅大火
蒸，晾凉后撒上葱花和油炸蒜末，便能端上铺面
小摊。清爽的米糕混合着蒜香、葱香，香气扑鼻
而来，首先从视觉、嗅觉上便成功俘获了大量食
客的心。

对于群众街不少小吃店来说，几十年不变的
口感和味道，似乎是店家与食客间心照不宣的约
定，他们亦是生意上的关系，还是多年的街坊朋
友。“价格优惠、做法传统、配方不变，这些小吃很
大程度上记录着一代代三亚人对美食的回忆，
也是小店能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群众街一家
小吃店的店主唐玲介绍，每天天还未亮，全家便
出动为街坊准备美食，这样的家族传统在一代代
子女中传承，子女寒暑假期间也会帮忙照顾铺面
生意。

其实，选择去小吃店吃美食，绝不是仅仅为了
喂饱肚子而已。对于超越了果腹基本需求的“吃
货”来说，传统小吃的本质，就是要吃得有声响、有
人情味。午后，吃上一份酸糕，三亚的老味道都在
碗里。

■ 本报记者 林诗婷

你是否即将有一场长途旅行，需
要坐上横跨时差的国际航班或是一
天一夜的火车？长途跋涉中，由于需
要长时间久坐或久卧，休息空间受
限，到了目的地后腰酸背疼、腿麻眼
胀、疲惫不堪的情况时有发生，成为
不少人旅行中的烦恼。

如何在交通工具上放松休息，做
到精神抖擞地拥抱假期？有一些长
途出行的小技巧非常管用，出游时试
一试，或许能收获意想不到的惊喜。

深度休息：
享受惬意的空中睡眠

对于不少搭乘飞机出国旅游的
人来说，睡眠几乎占据了空中飞行过
程中的大部分时间。如何能在有限
的空间里享受到高质量睡眠？首先，
尽量避免穿牛仔裤、修身版的衣服，
在飞机上穿家居服或是睡衣不太现

实，但可以穿着材质较为舒适的衣
服，比如棉质T恤、宽松运动裤等，让
身体减少束缚感。

无论是长途飞机还是火车，为
减少休息时间中其他乘客的干扰，
建议准备好耳塞、眼罩、U型枕这3
样“睡眠伴侣”。如果想尽快入睡，
还可以问空乘要一杯热牛奶，尽可
能放松心情，安心享受惬意的高空
休息时光。

长时间乘车或乘机时，下肢也
是最容易“受伤”的部位之一。在久
坐或是久站之后，最常见的问题就
是足部、腿部浮肿。因此，准备一双
拖鞋十分必要。出行前，可事先网
购一次性拖鞋，无论是乘机或是住
酒店，都能做到干净又方便。在乘
机或乘车后，换上拖鞋可以很大程
度上放松小腿以下的部分。此外，
建议每隔一段时间，起身走一走，活
动肩膀和腿脚，坐在座位上时也可
以有规律地转转脚腕、踮踮脚尖等，
缓解身体疲惫。

乐享餐饮：
开启特色美食之旅

长途飞行中，航空公司会配备丰
富的餐食及饮料，不同航空公司准备
的餐食也各有特点，也是感受各地航
空餐饮特色菜品的一次难得机会。
不过，对于一些乘客来说，高空机舱
内气压的减低会引起体内气体膨胀、
胃肠胀气，导致食欲下降、便秘或腹
泻等胃肠功能紊乱症状，因而在乘飞
机前应避免食用“胀气”食品，比如豆
类、卷心菜和碳酸饮料及啤酒等，尽
量食用富有营养又容易消化的食品。

还有不少人在搭乘长途火车或
飞机时，喜欢购买一大袋零食，比如
瓜子、薯片、泡椒凤爪等，这些属于高
糖、高盐、高油的食物，多吃容易加重
胃肠负担。开启长途出行前后，还可
适当增加抗氧化物维生素C和维生
素E的补充，增强抵抗力。

那么，还有哪些食物在长途旅行

中是多多益善的呢？尽管有不少人
喜欢带方便面出行，但口味较重的食
品容易刺激肠胃，因此在主食上，建
议选择面包、烧饼、三明治、八宝粥等
易消化、口味清淡的食物，减少肠胃
负担。奶类富含蛋白质、钙、维生素，
既解饿、又解渴，还容易消化，可以选
择纯牛奶或常温酸奶，再搭配少许熟
食肉类、豆腐干等。

此外，外出旅行中难免会遇到饮
食不适应的情况，果蔬类食品将是很
好替代品。建议选择柚子、黄瓜、梨、
小番茄等有助于降火的果蔬食品，还
可以带点大枣、葡萄干等天然果干，有
助于补充矿物质和维生素。出行前，
可以在家里提前洗净果蔬、控干水分，
用保鲜袋装好，享受美好的美食之旅。

休闲娱乐：
让旅行丰富更好玩

出门旅行，能与日常繁琐的工
作、学习生活暂别，是难得的放松身

心、调整心情、享受假期的过程。无
论是当飞机冲入云霄远眺天际线的
五彩斑斓，还是伴随着火车铁轨间的

“隆隆”声看着农田、村庄、森林等美
景一闪而过，在乘坐交通工具的过程
中，总能以不同的角度发现不同景致
的美好。此时此景，何不放松身心，
享受轻松的休闲时光？

长途旅行前，建议提前在手机或
是平板电脑中下载一些自己平日里
喜欢的歌曲或影视类节目。带上耳
机，听着舒缓音乐，身心会迅速进入
到非常放松的状态中，看书、看杂志、
看电影都会十分惬意。

同时，在乘机或转机时，不妨利用
短暂的空档时间，逛一逛机场，可以第
一时间了解当地特产美食、民俗文化，
也不失为一次难忘的特色体验。有些
人还喜欢在机场商店买特色伴手礼，
特产、冰箱贴、杯子等具有当地元素的
商品，为自己的长途出行留念。

飞机在高空飞行时机舱的湿度
维持在10%左右，有人形容“比沙漠
还要干燥”。长时间飞行，口干舌燥、
皮肤干痒的情况在所难免，若要让旅
行更舒适放松，建议适当涂抹高保湿
的眼霜和面霜，保持皮肤水分，长程
旅行最好不要戴隐形眼镜，眼睛干涩
时可以经常滴眼药水。对于爱美的
女生来说，长时间浓妆对皮肤会加重
负担，长途出行建议淡妆或素颜，轻
装上阵，干净清爽地享受旅程。

开启“逛吃”模式

●活动：2018 海南国际旅游美
食博览会

●时间：11月23日-26日
●地点：海南国际会展中心B馆

及外场
作为今年欢乐节的开幕配套

大展，2018 海南国际旅游美食博
览会将于11月23日-26日在海南
国际会展中心B馆及外场举办，共
设三馆一街、22 个大展区、1100
个展位。同时，在海口丁村火车
头万人海鲜广场、桫椤湾娱乐风
情街、椰海粮油市场、海口保税区
进口商品城设立约3.5万平方米的

4大分会场。
届时，将有美国、俄罗斯、德

国、加拿大、印度、日本等 12个国
家和地区、国内 25 个省市政府和
知名品牌企业以及全省13个市县
参展。全聚德、陈麻婆、赖汤圆、
耿福兴、老边饺子、楼外楼、同利
肉燕、石头门坎素包、松鹤楼、三
十三碗、老绥元烧麦、同春园、美
团、蒙牛、伊利、青岛啤酒、南方黑
芝麻、九毛九、春光、南国、椰彩、
拾味馆、龙泉……上百家中华百年
老字号和省内外知名品牌企业将
为吃货奉上饕餮盛宴。

长途出行
如何轻松又享受？

海南酸糕：
寻找市井深巷中的记忆

酸糕。本报记者 林诗婷 摄

长途飞行，眼罩、U型枕是休息好伴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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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赵优

盼望着，盼
望着，一年一度
的全岛狂欢盛宴
就要来了。11月
24 日，2018 年
（第十九届）海南
国际旅游岛欢乐
节即将在海口开
幕。一个月的时
间里，海口主会
场以及三亚、儋
州、万宁、琼海、
陵水5个分会场
将举行丰富多彩
的活动。

哪里有好吃
的? 哪 里 玩 最
嗨？《旅游周刊》
记者给你带来最
权威的资讯。

超萌“国宝”驾到

●活动：海野动物狂欢游园主题活动
●时间：11月24日-30日
●地点：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
11月10日上午，两只“国宝”大熊

猫来到海南，以后不用出岛就可以在
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看到可爱的

“圆滚滚”了。据悉，两只可爱的熊猫
名字分别为贡贡和舜舜。贡贡胆子较
大，爱活动，还常和游客进行互动，舜
舜胆小谨慎，警惕性高，对异响和水声

比较敏感。
经过大约1-2周的适应期，大熊

猫将正式面对游客。届时，海南热带
野生动植物园将结合海南国际旅游岛
欢乐节推出一系列庆祝活动，包括海
野熊猫世界开馆仪式、海野熊猫兄弟
征名活动、海野熊猫兄弟欢乐大使、欢
乐迷你野生动物园、迎熊猫动物欢乐
大咖秀活动和海野大熊猫线上首秀等
活动。

青年狂欢嗨翻天

●活动：第三届海南国际旅游
岛（陵水）青年狂欢节

●时间：11月24日-25日
●地点：陵水黎族自

治县
如果你喜欢惊

险刺激的活动，喜
欢热烈嗨爆的气
氛，喜欢时尚狂欢
的派对，那就不要
错过第三届海南国
际旅游岛（陵水）青
年狂欢节。此次青

年狂欢节将延续“Go
High Go Young·够嗨

够年轻”的主题，打造国际
青年运动趴、海洋彩虹泡泡跑、

沙滩水上嘉年华、国际沙滩电音
节、美食节、呆呆岛沙滩水上嘉年

华等内容丰富的6大品牌活动，狂
欢节不仅有惊险刺激的海上运动，
海洋探秘，世界特色乐队DJ狂欢、
啤酒狂欢，还有能让游客感受海南
原生态黎苗族风情的千人嬉水节
等，为游客提供一个时尚、激情、浪
漫和活力四射的奇妙体验之旅。

11月24日上午的开幕式将有
近千名国际青年游客汇聚亚特兰
蒂斯水世界进行水上运动角逐，泳
池派对内容包括水上撕名牌、水上
接力、水上拔河夺旗大赛、水上闯
关等活动。国际沙滩电音节上，热
爱电子音乐、派对文化、户外音乐
节的年轻人将在世界特色乐队DJ
的带动下尽情狂欢，让国际游客感
受多元异域风情，带来极大的视觉
和听觉刺激，充满年轻与奔放的气
息。

音乐盛宴火热来袭

●活动：草莓音乐节
●时间：11月24日-25日
●地点：海口长影“环球100”文

化旅游度假区
这是草莓音乐节首次落地海南，

相信到过草莓音乐节现场，感受过热
火朝天场景的小伙伴一定已经按捺
不住自己躁动的心了。今年欢乐节，
海南岛将与草莓音乐节共同为广大
乐迷带来一次奇妙的玩乐体验。

草莓音乐节落地海口，不仅将
草莓舞台、爱舞台、MSE舞台三大舞
台带到这个椰风海韵的休闲之都，
也将使摇滚、民谣、Hip-Hop、电子
等多元音乐风格在这里逐一展现。
朴树、痛仰、左小祖咒、后海大鲨鱼
将登台演绎经典；满舒克、曾轶可、
阿肆的多元曲风将唱出年轻力量；
陈鸿宇、彭坦、贰佰也将用民谣书写
诗意……除此之外，更有艺术互动
装置，潮流文化活动、精选特色美
食、艺术创意市集等花式周边玩法
为乐迷带来独一无二的玩乐体验。

●活动：第二届三亚国际音乐节
●时间：12月27日-31日
●地点：三亚海棠湾
梦幻的舞台、动感的节奏、绚

烂的烟火、青春靓丽的电音迷……
第一届三亚国际音乐节让人记
忆犹新，今年 12 月 27 日 ，第 二
届 三 亚 国 际 音 乐 节 马 上 火 爆
来袭。

据悉，本届音乐节将有四个神
秘舞台，其中一个是行走在全球
各大音乐节上的巨型舞台装置

“Arcadia（大蜘蛛）”，首次在中国
内地亮相。“Arcadia（大蜘蛛）有
着高度超过20米，重量高达50吨
的庞大身躯，它的到来将为三亚
的乐迷们呈现出一场跨年视听盛
宴。除此之外，三亚国际音乐节
将打造两场烟火秀表演：一场位
于三亚市中心，一场位于音乐节
主会场。届时，市民和游客可在
两个烟火秀场地欣赏精彩的跨年
烟火秀。

第一届三亚国际音乐节现场气氛很嗨。本报记者 武威 摄

游客参加第二届
陵水青年狂欢节。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陈思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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