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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秘境

攻略
最令广大“电音迷”期待的海南

跨年夜如何过？当然是去参加第二
届ISY三亚国际音乐节。12月27日
至明年1月1日期间，每天都有关于
音乐、文化、艺术的狂欢活动上演，
包括超长路线的花车巡游、城市雕
塑艺术季等。其中，备受关注的要
属音乐节上强大的演出阵容，包括
中国DJ领军人物徐梦圆、年仅19岁
的荷兰DJ新秀毛里斯·韦斯特、澳
洲电音达人蒂米、连续4年排名百大
DJ第一的阿明等多位电音界大咖。

此外，此次舞台将全新升级，打造1
个主舞台及3个不同风格的装置艺
术舞台，增强视听体验效果。在跨
年夜上，顶尖表演嘉宾，配合热力四
射的舞台，以及大型跨年烟花秀，定
会点亮乐迷们的跨年之夜。

跨年之夜，活力十足的音乐将
是海南的主旋律。大家可以选择参
加三亚的音乐节，海口火山音乐节
也不容错过。12月31日晚，赵雷、
许巍、老狼、黄贯中等知名音乐人及
乐队将齐聚海口，在近7个小时的表

演中，用摇滚、民谣、电子音乐等不
同类型音乐尽情点燃乐迷们的激
情，共同感受一场顶级的跨年视听
盛宴。

若觉得光听音乐不够过瘾，那
么再赴一场美食嘉年华，开启“逛
吃”跨年模式也不错。年底期间，海
南特色会展活动转不停，其中三亚、
乐东、陵水等多市县举行美食节活
动，特色琼岛小吃、甜蜜饮品等种类
繁多，为游客感受“琼岛年味”提供
了更多选择。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在尖峰岭国家森林公园的天池
旁，一家家农家乐捧出的美食都是地
道的农家菜，其中让人欲罢不能的，
莫过于那道捞叶炒鸡。

这里的捞叶炒鸡，若说是炒，不
如说是干煸更合适。鸡肉选择的是
散养的小嫩鸡，长到一个多月就宰

杀，在油里煸过的鸡肉肉质鲜嫩而紧
实。捞叶，作为这道菜的佐配，起到
增色的作用。在油锅里翻炒过的捞
叶失去了大部分的水分，和鸡肉的香
味互相融合，捞叶略带有薄荷味的清
香，去除了鸡肉的荤腥，也起到了解
腻的作用。这里的厨师往往还喜欢
在这道菜里放大量的胡椒，吃起来温
中有辣，很是过瘾。

农家乐的老板介绍，这道菜里的
捞叶是自然的馈赠，在山上随处可
见，采摘特别容易。在草丛里见到捞
叶，只觉得它很普通。叶片的形状有
的似心形，有的偏椭圆，顶端有尖。

对外的叶面油亮，而另一面则沿着叶
子的纹路，长了一层短短的绒毛。它
们的茎匍匐生长，成片成簇，开白色
的花，结类似于胡椒一样的果。

就是这样一种普通的草本植
物，在山间用途很广。它既可以温
中散寒，祛风利湿，消肿止痛，亦可
以用于缓解腹泻，风寒咳嗽等。因
而就算并不稀奇，山里的人对它也
是格外珍惜。

捞叶入菜，在海南比较常见的有
捞叶煎蛋。切碎的捞叶和鸡蛋搅拌，
入佐料煎，端上桌后，捞叶变成了深
绿色，点缀在黄灿灿的鸡蛋中，既好

看又好吃，夹一块入嘴轻嚼，舌尖有
一股说不出的清香。

在五指山，还有一道用捞叶烹饪
的别致菜肴——黎家绿叶宝，其中的
绿叶就是指捞叶。黎家绿叶宝用猪
肉做馅，捞叶包裹着肉馅，最外一层
的面皮也是绿色的，这是捞叶汁和
面粉混合的结果。这层面皮既能保
证第二层的捞叶不变色，又能炸熟
里面的肉馅。当裹上面糊的黎家绿
叶宝，在油里炸得发了起来，一个个
胖乎乎的，看上去特别诱人，捞起来
后还得趁热吃才香脆美味。在儋州
中和镇，也有类似于黎家绿叶宝这样

的吃法，只是名称变成了捞叶肉卷，
更为直接了当。喜欢不同口味的人
们，还把肉卷的猪肉馅换成牛肉馅或
者虾滑，同样美味。捞叶肉卷端上桌
的时候，通常还会搭配一小碟泰式甜
辣酱，蘸上点酸甜味，吃起来更可口，
也不容易腻。

在民间，还有一种吃法是把捞叶
的根塞进鸡肚子里，再把整鸡煮熟，
据说对身体虚弱的人而言，这是颇为
有效的进补。

煎、炒、炸、煮、蒸，小小的捞叶，
吃法十分丰富，虽是配角，却是让整
道菜的口感变得丰富完整的关键。

观景
幽美质朴的静态画卷

在天清气爽的日子到百仞滩，蓝天上云
朵轻飘，滩涂上是连片的奇石，文澜江的江
水浅流，绕着石头缓缓前进，聚起一汪汪清
水，江岸两旁绿林成荫，倒映水中。这样的
百仞滩，没有人们口口流传的气壮山河，反
而更像是一幅悠哉的山水画。简直让人怀
疑，“百仞滩声”是否存在；明朝曾选授直隶
州判的临高波莲镇美鳌村人王锦尚笔下的
百仞滩是否如实：“溟蒙有迹飞空去，浩荡
无边激石来。浪拂千花圆似玉，瀑流群壑吼
如雷”。

走入百仞滩，随处可见小溪流淌、泉水
叮咚的美景。这里的景致自然形成，没有丝
毫人为的华丽，更有一丝淳朴的味道。偶尔
在丛林里，可见古人们搭建的过河石桥，走
在铺满一层绿意的石板上，脚踩青苔，嗅到
的是林子里草木的清新。

百仞滩的江上游有一栏坝，是以前建造
水电站所用。如今，水电站虽然已经停用，
可并没有破坏拆除。在那里，人们还可以了
解过去是怎么用水发电的。

懂得享受生活的临高人，还会撑起鱼
竿，在岸边钓鱼，无处不充满生活的气息。

静态的百仞滩，流淌着的是惬意。

听声

激进高昂的自然赞歌

到百仞滩听“声”，是旅途的妙趣之一。
再一次到百仞滩，恰是大雨连连之后。

还未到目的地，耳边就传来了江水轰轰作响
的声音，仿佛是一首激进、高亢的歌曲。

急流的江水滔滔不绝涌入百仞滩，拍打
巨石，江水流泄而成瀑布，涛声如雷，蔚为壮
观。这也让人相信，“百仞滩声”真的存在。

难怪，清代著名诗人钟元铺饱览这气势
恢弘的百仞滩后，触景生情，留下了咏吟百
仞滩的千古佳句“疑是天河此泻奔，九天落
处见云根”。

一如王勃《滕王阁序》中的名句“落霞与
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只有在特定的
时节、特定的时间，才能见到这绝美画面。

不仅如此，人们对百仞滩声的描写，也
十分丰富。老一辈著名的剧作家、《国歌》的
词作者田汉领略百仞滩的秀美景色后，写下
了“百仞滩头一驻鞭，层岩飞瀑万雷喧”。

动态的百仞滩，激荡着的是声势。

赏石
浑然天成的千姿百态

听百仞滩的声，势如破竹。赏百仞滩的
石，便可从中领略大自然浑然天成的功力，
似是不经意之间，就塑造出了千姿百态。

层叠的火山岩河床，为百仞滩增添了时
间的厚重感。在明朝时，正因百仞滩滩中多
奇岩乱石，千姿百态，远望像人头聚簇，因而
百仞滩还被人称为“百人头滩”。

而今，百仞滩岩石如垒，石浸水中，或方
或圆，或层层相叠，或兀自独立。形态上，百
仞滩的岩石有的像双人对弈，有的似几人围
坐，或有龙虎互搏……只要发挥想象，人们
眼里的百仞滩岩石就不尽相同，因而赏石也
变得格外有趣。

自古以来，文人墨客到百仞滩，总要留
下点印记。百仞滩的岸边留有许多诗文石
刻，各种诗歌题词石刻18处，吟诗咏词有
106篇。

透过古人的笔尖，我们能探看那个时候
的百仞滩。如明代中期，临高才子王佐在
《百仞滩》中写道：“策马东门道，寻芳百
仞滩。白翻波底是，青点海中峦。对局
临流水，浮杯下急湍。公余此乘兴，随意
倚岩看”。

在西岸滩，一块刻有“临江天濑”的石
刻，立于清朝“宣统元年春”。这四字，或许
就是人们对百仞滩最直抒胸臆的评价。

民俗庆典、音乐节、观日出……这么多特色活动在等你

走！一起到海南“跨年”

■ 本报记者 林诗婷

乐享时尚电音
的激情活力，捕捉
新年第一抹初日的
色彩，感受传统民
俗活动的浓浓风情
……即将要翻开崭
新的 2019 年，此
时的北国已是万里
雪飘、银装素裹，而
海南依然温度适
宜、风光明媚，一系
列国际及本土品牌
活动、节日庆典等
将纷呈亮相，各市
县也以丰富多元的
方式庆祝新年的到
来，为到海南跨年
的游客带来更多的
惊喜。

准备在元旦小
长假来海南跨年的
朋友，除了玩海、登
山、泡温泉等传统
旅游项目外，不妨
深入体验一次地道
的海南跨年玩法，
无论是择一处最佳
赏日出地点期待新
年初升太阳，去三
亚南山寺撞钟祈福
许下新年愿望，还
是去海口火山音乐
节感受音乐激情，
琼岛跨年花样层
出不穷，总有一款
能为新年开启留下
难忘记忆。

转眼一年将尽，辞旧迎新，不如去
一个新的环境，来一场意义非凡的跨
年旅行吧！

台北

有人说，有生之年，应该去台北跨
一次年。跨年之夜，台北101大厦上，
被CNN评为全球十大跨年必看的烟
火之一在这里绽放；当天还有群星闪
耀的免费跨年演唱会精彩上演，跨年
的喜悦，充斥着台北整个夜空。

香港

在繁华的香港跨年是一种怎样的
体验？不管是商场折扣，还是维多利
亚港湾的烟火表演，都吸引着无数的
人前往。香港跨年之夜，在烟火擦亮
的壮丽夜空下，和热情似火的人群一
起呐喊倒数，一起迎接灿烂的一年，必
将终生难忘！

纽约

每年新年，纽约的时代广场跨年
都会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这一天，
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时代广场，在新
年倒数声中，等待水晶球的落下，然后
许下新年愿望，和心爱的人在零点亲
吻，一次足矣回忆一生。

新西兰

全球第一个迎来新年的地方，在
夏天里迎接新年，这些，都是去新西兰
跨一次年的理由。在新年第一个被阳
光照亮的国家，露营、参加一场嗨翻的
音乐节、挑战刺激项目……新的一年，
就从做有意思的事开始吧！

悉尼

悉尼跨年烟火的排场和阵势是全
球公认规模最大的烟火表演之一，每
年都会吸引无数人前往，在这里，只管
尽情狂欢，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一
起，迎接新的一年。

莫斯科

跨年之夜，莫斯科红场边的圣巴
西尔大教堂、克里姆林宫，在烟火的映
衬下变得像童话中的城堡一样浪漫，
绚丽的烟火中，充斥着欢乐的气氛！

东京

每一个新年，日本东京铁塔都会
有各种灯光秀表演，在东京塔下迎接
新年，也是个不错的选择。跨年夜，赏
着东京塔的灯光秀，数着日本寺庙的
跨年钟声，或是直接加入108响敲钟
活动，据说，新年夜的108个钟声能够
排解人生中的108种烦恼。

（百度经验）

“临江天濑”百仞滩

特色民俗活动，是海南独特的文
化名片，不断拓深着琼岛旅游的文化
内涵。海南跨年夜，不少社区、村庄
的群众会自发搭台唱戏表演，崖州民
歌、琼剧等具有本土文化特色的演出
精彩纷呈，共同为新一年祈福祝愿，
这也为游客深入感受琼岛文化、融入
当地生活、体验特色文化魅力打开了
一扇窗。

在三亚崖州，逛南山、逛寺庙、敲
吉祥钟是周边居民迎新年的方式之
一。每年12月31日晚，夜幕降临，南
山景区内热闹非凡、人潮涌动，市民
游客齐聚一堂，在新年到来之际，手
捧莲灯前往吉祥钟亭，共同参加迎新
撞钟活动。人们排队等候，会依次敲
响108响吉祥钟声，在祥和气氛中除
烦恼、获吉祥，辞旧岁、迎新年。

海南跨年活动中，全省各地都有
形式多样的民俗、文艺活动。其中，

自12月起至明年春节前，海口骑楼
老街每晚将上演小型琼剧演出，为市
民游客带来精彩的视听盛宴；12月
31日，省歌舞剧院邀请的中央民族
乐团演奏家带来“非遗”专场表演，悠
扬的乐曲、精彩的演出定能为喜爱民

乐的朋友们呈上不一样的跨年夜。
此外，不少景区、酒店还纷纷推

出“跨年套餐”，打造一系列丰富多彩
的“跨年产品”，比如海滩派对、露营
旅游等，为游客朋友点亮海南的跨年
之旅。

对于不少人来说，跨年不图热
闹，与家人、朋友去海边或是山顶一
边谈天说地、一边等待新年初升太
阳，欣赏日出的美妙，无疑也是一大
享受。

三亚海岸绵长，景色怡人，有不
少绝佳赏日出地点。其中，摄影爱
好者非常青睐去三亚皇后湾拍日
出，可以在那里拍到震撼的“曙光海
滩”，中央电视台2000年拍摄千禧
年第一缕阳光的地点便是那里。新
年第一天，趁天色未亮，与家人朋友
同行，在皇后湾择一处洁净的海滩，

席地而坐等太阳升起，当初日从海
平面缓缓升起，映照在波光粼粼的
海面上时，空灵、无暇的美定会让人
记住新年第一天的美妙时光。

三亚海棠湾也是个看日出的
好地方。清晨坐在海边，看太阳慢
慢升起，朝霞逐渐染红海上小岛，
天边微微泛光，几盏渔火阑珊，徐
徐海风中还夹着椰香，远离闹市的
喧嚣，在悠然自在的心情下开启新
的一年。

此外，新年第一天登高赏日，最
能体会山间草木繁茂、旭日东升的

壮丽。其中，沿着三亚鹿岭路盘旋
而上，能到达城市登高望海和观看
日出的制高点，可一眼看遍大东海、
小东海、三亚湾的美景，感受初日照
耀下，山、海、城、河、路、桥、湾相融
的景色，饱览鹿城风光。

若喜欢原生态的美，还可以去
乐东尖峰岭赏日，山顶上有一个用
木板搭建出来的平台，非常适合露
营看日出。当新年初升太阳缓缓升
起，绝美的热带雨林风光渐现眼前，
令人陶醉的日出美景和云海绝对令
人回味无穷。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从临高县城往东北方向行进4公里左
右，就到了临高还未被开发的知名景点之
一——百仞滩。

百仞滩的出名，在于其石、其水、其声、
其势。文澜江水自南往北流经此滩，由于
河床弯曲，水流湍急，撞击使得水与石产生
洁白的浪花，滩声好几里外都听得到。

然而百仞滩绝不仅仅有壮丽雄浑，她
还有秀美与幽静，走近它，便可发现它的多
种美。

特色民俗：登高撞钟祈平安

观赏日出：捕捉新年第一光

节庆活动：音乐跨年嗨不停

全球跨年旅行地
推荐！

捞叶肉卷。本报记者 刘梦晓 摄

百仞滩自然风光。本报记者 李幸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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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琼剧也是海南老百姓节日里喜闻乐见的活动。本报记者 张茂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