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林诗婷

到陌生的地方游
玩，住宿、出行、餐饮
等一系列问题均不能
忽视。如何规划行
程？怎样才能品尝
到当地特色美食？
随着智慧旅游渐成
趋势，智能化旅游产
品相继推出，来海南
旅行，通过一部手机
就能解决出行订票、
景区入园、“刷脸”入
住等诸多出游难题，
让出游模式更具“科
技范”与个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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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略

在海南旅拍，醉人海岸、曼妙椰林
无疑是最受欢迎的取景地。琼岛湾区
众多，拥有假日海滩、三亚湾、亚龙湾、
清水湾、石梅湾等风情各异的湾区，绵
长的海岸线、成片的椰树林、细腻的沙
滩……处处美景，没有开放时间的限
制，大家可自在地享受大海魅力、游览
如画风光，用相机留下难忘的回忆。

三亚市区内必去的海湾三亚湾，也
是不少旅拍新人的必选地。海滩、椰林、
草地、三角梅、夕阳、渔船等元素的不同
组合，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无论是
天晴落日，还是彩霞满天，不同的天气、
不同的时间，可以拍出不一样的风格。

远离城市的分界洲岛也是热门旅
拍地。因有部分区域仍未开发，原生
态的美可能会给拍摄增添更多惊喜。
岛上海岸线风光旖旎，集碧海、青山、
绿洲、礁石等元素于一身，拍摄风格除
了唯美浪漫，也可以体现出大气磅礴。

清水湾是世界顶级的天然海滨浴
场，风景奇佳，其弧形海岸一半是礁
岩，一半是沙滩，集合了海南东西部截
然不同的海岸景观，在这里取景拍摄
可变换出不同的风格。

小贴士

海湾拍摄，要注重人与景色相融的
整体效果，选好核心背景，构图注重取
舍，通过机位角度的变化获得更丰富的
画面形式，以此来展现开阔的视野。

游：入园逛园轻松搞定

海南景区景点众多，滨海风光、
热带雨林、黎苗文化、主题公园等各
式景区独具特色，如何合理规划琼
岛之旅？不少朋友选择提前做好出
游攻略。

对于“说走就走”的朋友来说，
手机的作用无疑是锦上添花。通
过手机下载途牛、马蜂窝、驴妈妈
等旅游软件，定位旅游目的地，可
查看到世界各地“旅游达人”亲身
体验后的出游攻略以及官方旅游
指南，包括景点信息、特色美食、酒
店住宿、城市商区等实用信息。

来到旅游景点，面对长时间排
队购票、入园的情况怎么办？一部
手机便能轻松搞定线上购票、二维
码入园，让逛景区更加方便快捷。
目前，海南众多景区已与携程、同
程、阿里旅行等平台合作，游客在
线购票后凭身份证或出示购票二
维码直接验票入园，可减少换票排
队时间。

了解景点信息，“手机导游”也
能提供贴心服务。美景听听、口袋
导游等软件提供了详细的景点语
音讲解服务，可以提前下载，自动
GPS定位播放，实现一边逛园、一
边听讲解的个性化服务。

住：“刷脸”验证更便捷

线上提前预定酒店房间已成
为绝大多数游客的出行选择。使
用手机APP或微信小程序，可搜索
携程、艺龙、飞猪等酒店预订平台软
件，定位出游目的地，选择中意的居
住区域，筛选合适的房型价位，还能
线上浏览住户评论、查看酒店实景
图片，多角度了解酒店信息。

抵达酒店后，通过手机能体验
到哪些个性化服务？目前，飞猪与
海南超过50家酒店合作，实现“刷
脸”自助入住功能。游客来到符合

“刷脸”入住的酒店后，无需去前台
排队办理入住，在自助机器上扫证
件、刷脸、输入手机号，不到1分钟
即可完成入住办理，省时、省力、方
便快捷。不少酒店还提供便捷消
费服务，可在酒店餐厅、商店等消费
场所扫码消费，退房时再统一结算。

随着智能化家居渐成趋势，三
亚亚特兰蒂斯酒店、三亚天域度假
酒店等开始“尝鲜”酒店智能房间。
酒店房间内配备天猫精灵等智能
产品，游客可随时发布指令，实现空
调、灯光、窗帘、电视等智能化操
作。此外，通过酒店线上平台，也能
实现即时点餐等服务，让手机成为
贴身的“住宿管家”。

从制定行程到景区购票、入住酒店、寻找特色美食，指间轻松搞定

一部手机畅游海南！

姜汤面。本报记者 邓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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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d住爱》《101次求婚》等在
海南取景拍摄的电影热映，众多国
内外游客包括情侣新人慕名而来，
寻找电影作品中的浪漫场景，重温
电影中的爱情故事。

取景于呀诺达热带雨林景区的
爱情喜剧片《Hold住爱》将美轮美
奂的雨林风情展现给全国观众，剧
组还在观景平台打造了“雨林之顶
浪漫婚礼”，尽展山奇、林茂、水秀、
谷深的瑰丽景观。来此旅拍的朋
友，可尽情感受经石峡、梦幻谷、黎
锦苑、山盟海誓、热带瓜果乡、雨林
水族馆等景观区的魅力，结合各观
赏点的特色，用相机记录下动人的
画面。

三亚亚龙湾热带天堂森林公园
也是不少影视剧作品、综艺节目的
热门取景地。景区内的“空中鸟
巢”是建于海天之间、雨林之上的
度假木屋，隐藏在雨林之中，推门
即可朝看红霞白鹭、夜听雨打芭
蕉，无论是在此度蜜月还是取景拍
摄，都会让人回味无穷。同时，景
区内的“过江龙”索桥、玻璃栈道也
富有特色，均位于山峦之间，在此
拍摄，能将丛林秘境、云雾缭绕、风
光秀丽的美景记录下来，是不可错
过的拍摄地。

若想挑战“民国风”场景，不妨
去海口电影公社。新人、情侣可身
着民国时期服饰，漫步在民国风情
的街头，感受教堂广场、钟楼等场
景的独特韵味，cosplay一把“穿越
风”场景。

小贴士

电影等影视作品中的场景选择
精致浪漫，拍摄前，情侣新人不妨重
温电影，选取剧中场景角度，也体验
一把男女主人公的乐趣。

独特的地理位置，唯美动人的传
说，海南有不少富含爱情寓意的景区景
点，吸引着众多新人、情侣前去拍摄。

三亚天涯海角景区，前海后山，
风景独特，著名的天涯海角石，寓意
着矢志不渝的爱情，这里也因此被誉
为爱情圣地。景区内磅礴的礁石群，
传达着“见证海枯石烂，情牵海角天
涯”的浪漫情怀。此外，景区内建成
了爱情主题公园的婚拍基地，沙滩钢
琴、海景礼堂、草坪泳池等元素给游
人多元感受。

三亚鹿回头景区，是登高望海和
观看日出日落的制高点，站在山顶，
山、海、城、河、路、桥、湾交相辉映的
如幻景色，成为取景拍摄的最好背
景。不仅如此，鹿回头美丽的传说久
久流传，景区内的标志性雕塑，为旅
拍场景添色不少。园内情爱文化景
点错落有致，“爱”字摩崖石刻、“永
结同心”台、“连心锁”“夫妻树”“海枯
不烂石”等场景，能为新人拍摄营造
甜蜜氛围。

对于喜欢街拍的朋友，市井小巷、
热闹街区和特色公园吧等拍摄场景也
不容错过。海口万绿园融合了海滨特
色和园林风光，视野开阔，处处是青葱
绿意，将蓝天、碧水、草地、现代化高楼
融为一体，能拍出生动自然的效果。

小贴士

在富有寓意的场景中拍摄，要巧妙运
用浪漫元素，考虑如何将海边礁石、石刻雕
像等元素与拍摄主体融为一体，让照片更
有寓意内涵，实现气势与美感兼得。

■ 本报记者 林诗婷

旖旎琼岛，因
秀美风光、唯美传
说，被温馨浪漫的
甜蜜文化萦绕，助
推着婚庆产业的发
展。海南婚纱摄影
机构众多，各大景
区、酒店也纷纷为
新人、情侣、家庭提
供旅拍等个性服
务。新年伊始，北
国已入寒冬，而海
南正是气候温暖、
风景如画的好时
节，新人、情侣不妨
在享受休闲假期的
同时，用生动影像
记录甜蜜瞬间。

本期旅游周刊
特为大家推荐海南
几处旅拍“打卡”
地，有旅拍计划的
朋友不要错过哦！

吃：特色美食不错过

出门旅行，除了游览风光美
景，对于“吃货”来说，品尝当地特
色美食也极为重要。马蜂窝、驴
妈妈、百度旅游等各类旅游软件
中，均专门设置了美食版块，介绍
旅游目的地的特色美食，并附上
餐饮店照片、地址等内容。在制
作出游攻略时，不妨通过软件了
解美食文化，将探索美食融入出
游行程之中，在游玩的同时尽享当
地特色美食。

一天的游览行程结束，不知
道附近有哪些美食怎么办？不少
外卖手机软件含有定位功能，直
接定位地址，可以筛选火锅、烧
烤、自助餐、西餐等众多选项，选
择就近区域或商区，各式各样的
美食餐饮店可根据距离远近、评
分高低推荐给用户。根据心仪口
味选择合适餐饮店，可查看店面
菜单及照片，并了解优惠活动信
息，提前购买优惠券及套餐产品，
同时，软件还会提供各家餐饮店
的电话、地址，游客可直接通过电
话预定座位，地址信息直接连接
地图软件，实现在线导航，想吃什
么美食轻松找到，不用再担心“酒
香巷子深”了。

行：交通工具一键查找

到陌生城市，对路线不熟怎么
办？随着百度地图、高德地图等手机
软件功能愈加强大，手机在手，“路痴
小白”也不再担心会迷路了。

制定好出行计划后，可提前通
过手机软件查看路线，对比驾车、步
行、公交、地铁等多种出行方案，选
择合适的交通工具方案。这些出
行软件还会根据道路拥堵等情况，
预估大概出行时间，便于游客提前
做好计划，合理安排出游时间。

若出游目的地较近，不妨选择
公共交通工具，更能深入体验当地
人的生活。在百度地图、高德地图
等软件中定位好出发地，输入目的
地，会立即出现不同路线的公共交
通工具的出行组合方案，并详细显
示各个站点信息，对于了解城市街
区等信息非常有帮助。

对于喜欢绿色出行的朋友，海
口、三亚等地均有共享单车，手机
下载共享单车软件，在线了解周边
共享单车分布情况，即可选择合适
的出行工具。骑单车出行，既绿色
环保，还方便快捷，减少公共交通
的等待时间，为出游增加更多的灵
活性，零距离感受城市独特的生活
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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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服务站

一对情侣在万宁日月湾拍摄婚纱照。本报记者 张杰 通讯员 曾觉 摄

一对情侣在电影公社拍摄民国风的照片。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寻味

■ 本报记者 邓钰

天已凉，定安县定城镇文体路一家不起眼的

甜品店内，又迎来众多食客。

“老板，来一碗姜糖水面。”冒着冬夜的寒

气，食客进门，不约而同地点上一碗姜汤水熬煮

的碱水面。寒冷冬夜，没有什么比这更能暖胃

暖身了。

店里伙计闻言，站在滚烫的炉灶上，支起一口

小锅，添上半锅清水和几片切得极薄的姜片。片

刻，辛辣姜味飘出，再加上满满几勺红糖，搅拌均

匀，熬煮片刻，浓郁的香气随即弥漫在空气中。趁

着锅中糖水滚烫，加入碱水面，煮至面条透出晶莹

的光泽即可。

不一会儿，一碗热乎乎的姜糖水面便从灶台

端上了桌。汤底黄中透亮，口感醇厚微辛，“呼噜

呼噜”一碗下肚，从头暖到脚，畅快出汗。

寒夜食姜，既满足口腹之欲，又是满足身体

对温暖的渴求。比起湖南人喜欢干嚼辣椒取

暖，对于不太能吃辣的海南人来说，姜糖水的口

感倒是刚刚好，不管男女老少，喜欢吃的大有人

在，姜糖水也就逐渐成为了生活里的日常吃

食。大街小巷甜品店和夜宵店里，少不了一碗

招牌姜糖水，姜糖水已然成了海南街头独具风味

的一道小吃。

说是姜糖水，其实是一类甜品的统称。它

们以生姜和红糖熬制的香浓糖水作为汤底，向

其中随意添加鸡蛋、冬瓜圆、碱水面等食材，就

可成为糖水鸡蛋、冬瓜圆甜汤或糖水面等各式

美味小吃。

一碗好的姜糖水，最主要的是生姜和红糖，

能不能煮好，全看这两样。做糖水的姜，必须选

用本地的老姜。“老姜的味道更加浓郁、辛辣，更

加耐煮，煮出来的糖水也更醇厚。”店家介绍，将

老姜洗净切成极薄的姜片，煮的时候，放在锅中

先旺火后文火慢慢熬成汤。炉火不息，熬煮不

止，街巷里满是姜香。

红糖则最好选用本地的古法红糖。这样的红

糖由当天收割的甘蔗经过切碎碾压，压出来的汁

液去除泥土、纤维等杂质，以小火熬煮，经过榨汁、

开泡、赶水、过滤、摇瓢、打沙、成型等过程，十余个

小时才出一锅，工艺精细，口感醇香。用它们煮出

来的姜糖水更有质感，口感更加细腻。有的店家

还会在姜糖水中添加恰当分量的桂圆干，增加一

些果香，丰富甜味的层次。

海南岛四面环海、冬季湿冷，潮气重，而

一碗热气腾腾、微辛浓郁的姜糖水，不仅能去

除体内的寒气，暖身解冷，还可以帮助血液循

环。

海南人骨子里对姜有一种特别的情愫。本地

人吃姜糖水的历史何时开始，已不可考，没有特定

谱系也不见相关记载，只是这制作姜糖水的技艺

和食用姜糖水的习惯在民间代代相传。

每次吃姜糖水，我总想起一段童年回忆。小

时候，贪甜怕苦，每每感冒流涕，我总不愿吃那些

能驱寒解病的苦药。母亲无奈之下，只得在厨房

忙活半天，捧出一碗鸡蛋姜糖水让我喝下，试试土

方法能不能促进恢复。

喝下一碗甜甜辣辣的姜糖水后，闷在体内的

冷汗发出来，病也大好，我也爱上了姜糖水美妙的

滋味。长大成人，离家工作，再苦的药水也能面不

改色咽下，却常常怀念孩童时，母亲手中的鸡蛋姜

糖水。

寒夜，
一碗姜汤暖心暖胃！

“咔嚓”！旅拍海南N计划

陵水分界洲岛旅游区，一对拍摄婚纱照的新人。
本报记者 武威 特约记者 童国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