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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吃好，午餐吃饱，晚餐吃少”，临高人
忙碌的一天，是从丰盛的早餐开始的。

在临高县临城镇的老城区，一间不起眼的
小铺面一早就已经热气蒸腾。铺面卖的是临
高粉，在清冷的早晨，这里是人们温暖身心的
好去处。小店门口有一口盖着盖子的锅，煨在
小火炉上，冒着热气。店面里的玻璃柜里，一
只只铁碗依次排布，碗里是佐拌临高粉的各类
佐料：酸菜、花生米、肉干、芝麻……竹筐里摆
着粉。和海南粉一样，临高粉的吃法也有干湿
两种。

过了7点，早餐店里的食客多了起来，“老
板，要临高粉加肠。”海南人吃粉多是加牛肉干、
卤汁一类的佐料，到了临高，竟然还有加肠的操
作，加的是什么肠？猪肠？牛肠？

不一会，食客的早餐端上桌，谜底才真正揭
晓。原来粉里加的是猪血肠。冒着热气的锅子
里，绕着锅的形状，盘着的是一条条猪血肠。猪
肠被猪血塞得满满当当，涨着、鼓着，靠近一闻，
还略带腥味，然而，店里的食客却吃得很香。

一条猪血肠很快卖完，老板再从锅里捞起
一条，切成两三厘米厚的小块，加入粉里。也有
猪血肠爱好者，专为品尝猪血肠而来，成碟点单
的也不在少数。

印象里，猪血肠是东北的风味名菜，没想
到临高人也偏爱猪血肠，这一南一北两片土
地，何以在猪血肠这道小吃上产生了饮食的相
似性，难道有什么关联？早餐店老板解了笔者
的疑惑。

原来，过去的临高人常常很早就要出海打
渔或务工，能量消耗极大。酷爱吃粉的临高人，
一碗临高粉下肚，用不了多久就消化完了。而
那时人们并不富裕，太贵的食材哪能天天吃，就
有聪明的厨师变着花样做出廉价的美味，其中
就包括猪血肠。将猪血调味，灌进猪肠里，扎紧
猪肠两头，扎孔排气后在水里煮、在锅上蒸，做
成了猪血肠。干体力活的人吃下去，既有饱腹
感，又能长时间为劳作提供能量。临高人以猪
血肠配临高粉的吃法，就这么延续了下来。

现在日子过得好了，对吃也愈发讲究，烤
乳猪、炒青菜配米饭，再来二两小酒，这一顿羡
煞人的丰盛早餐，对临高人来讲却很寻常。相
比之下，临高粉和猪血肠这对“黄金搭档”反倒
略显寒酸了，但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有人就好
这一口。

早餐店老板对自家的猪血肠极有信心，他
介绍，洗肠、灌肠、蒸煮，每天都要耗费好几个小
时，凌晨两点就要起来准备材料，“虽然看着丑，
但是吃得香。要不是味道好，怎么会有那么多
人来点？”

点一份猪血肠，切成块的血肠呈现出暗红
色，有一个个小气孔，包裹着血块的猪肠被猪血
绷得很紧。吃一块猪血肠，猪血入口，有淡淡的
姜味，这是用来去腥的，还有一点胡椒的辛香，
猪血极其顺滑，咬一口立刻就碎，“哧溜”一下
就能滑进嘴里，剩下软糯和筋道的猪肠再嚼一
嚼。“我们家的猪血肠没有乱添加东西，主要是
趁着现杀的猪血温热，立即加工灌肠，才能保
持好味道。”早餐店老板解释，如果猪血放的时
间久了，口感便会有些柴，那就是在砸自己的
招牌。

一口温热的临高粉，一口猪血肠，真是满满
的幸福感。是呀，在中国的饮食文化中，这一类

“看着丑、吃得香”的美食不在少数。况且，在临
高人的土方法里，用猪血肠蘸着白糖吃，还能止
咳治咳。

近几年，因为猪血肠的做法繁琐，又较为廉
价，许多早餐店已经不再制作这道美食，只有问
过当地人，才能在临江的街道边上，找到这口美
食。而且吃美食一定要趁早，去晚了就只能望
着空锅叹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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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血肠，
临高粉的“黄金搭档”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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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海昌梦幻海洋不夜城

刚刚开业的三亚海昌梦幻海洋不
夜城位于海棠湾内，毗邻各大酒店。有
别于传统主题公园“大门票”的经营模
式，三亚海昌梦幻海洋不夜城打破“城
墙”概念，是24小时全天候运营的海洋
主题度假“街区”。在“街区”里，哪里都
可以是入口，游客可以自行选择各种吃
喝玩乐项目。

作为国内沉浸式海洋主题文娱综
合体，三亚海昌梦幻海洋不夜城以海
上丝绸之路为文化故事主线，分为海
棠湾、非洲海、波斯湾、孟加拉湾、爪哇
海、滨水长廊和梦幻海洋剧场等8大
主题湾区，68个单体建筑，原生态的
非洲音乐、波斯湾的穹顶建筑、孟加拉
湾的香料美食……这些地理上距离千
里远的元素在不夜城里因海洋、历史
与现实穿越时空充分交织，不出国门
就可以感受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
异域风情。

在欢乐剧场，游客可以近距离地与
饲养员、驯养师面对面交流，近距离感
受海洋动物的智慧和憨态；360°俯瞰
国家海岸，领略斗转星移的浪漫，“三亚
之眼”——海上摩天轮或将成为三亚旅
游的新网红。

TIPS：三亚海昌梦幻海洋不夜城
没有门票，但欢乐剧场、飞行影院等游
乐项目需付费。

■ 本报记者 林诗婷

“空谷有佳人，怡然与之俱。”又到
一年迎春时节，正是兰花娇艳盛放之
时，海南人素有在新春佳节期间赏花、
买花的习俗，兰花因其独特的形态和芳
香深受民众喜爱。日前，三亚、乐东等
地纷纷开启迎春兰花展，围绕兰花开展
一系列展销、科普活动。来海南的游
客，感受完大海的热情、雨林的神秘后，
不妨逛逛花展，品味清纯幽远的兰花魅
力，为迎春之旅带来不一样的体验。

品花：感受花语文化

“气如兰兮长不改，心若兰兮终不
移”“寻得幽兰报知己，一枝聊赠梦潇

湘”……中国人历来把兰花看做是高
洁典雅的象征，并与“梅、竹、菊”并列，
合称“四君子”，关于兰花的诗文更是
层出不穷，借以表达纯洁的爱情、友情
或淡雅高洁的气质。

日前，由三亚市林业科学研究院
主办的迎新春兰花展在三亚临春岭公
园举行，活动期间面向市民游客免费
展出逾400种珍稀兰花，各式兰花达
上万株，并设置了兰花科普知识有奖
问答、花艺组合盆栽展示、兰花产品展
销、林木产品展示、兰花科普亲子活动
等特色迎新春活动，为民众深入了解
兰花提供了互动平台。

除了了解兰花知识外，开启家庭
游、亲子游的朋友还可以事先了解关
于兰花的诗文与文化，让孩子在观赏

兰花的同时，学习兰花不与群芳争艳、
不畏霜雪欺凌的精神气质，为赏花之
行增添更丰富的内涵。

赏花：怡情又怡心

若想择一处安静之处赏兰，推荐
去琼中生态科技产业园。该产业园中
设有兰园，占地面积逾3000平方米，
汇聚了来自中国、缅甸、巴西、日本等
世界各地的许多珍奇兰花品种，包括
美花兰、剑兰等，形态各异，花姿优雅，
有的似舞动的蝴蝶，有的如活泼的青
蛙，百花汇聚犹如一个“兰花联合国”，
在幽静园中安静开放。

对于喜爱赏兰、品兰的朋友，能在
兰园感受到各式形态兰花的魅力，也

能学习到赏花的学问。比如，若喜欢
大气、个性的花，可观赏纹瓣兰、硬叶
兰、垂花兰、莎叶兰等，这些品种的兰
花花瓣纹路清晰，颜色艳丽丰富，常见
于生疏林中、灌木丛中树上、溪谷旁岩
壁上等，花姿极富个性；独占春、建兰、
春兰、美花兰、寒兰等品种则更加淡雅
芬芳，其花瓣大多修长清秀，花朵颜色
多为白、淡黄、淡绿、淡粉等淡色，赏其
花、闻其香，均给人以宁静致远之感。

在东方市的迦南兰花种植农民专
业合作社，收集到的兰花原生种达到
1000多种，“兰花迷”也可以选择去那
饱览各地特色兰花品种。

此外，在呀诺达、亚龙湾森林公园
等景区，幸运的话也能捕捉到野生兰
花的风采。

阳光沙滩、热带雨林之外天地宽

带娃来！海南主题公园够嗨
■ 本报记者 赵优

花满香四溢，含苞待春风

美不胜收！又是一年赏兰时

近来，海南旅游频添新员——2018年12月31日，长影环球100首期核心项目——长影环球100奇幻乐园正式亮
相；1月20日，备受瞩目的国内沉浸式海洋文娱综合体——三亚海昌梦幻海洋不夜城开业……

从三亚千古情的倾情演绎到三亚·亚特兰蒂斯的神奇梦幻，从琼北的长影环球100奇幻乐园到南海之滨的三亚海
昌梦幻海洋不夜城，主题乐园大大丰富了海南旅游业态，让游客在阳光沙滩、热带雨林之外，有了游乐新选择。

假期日渐临近，《旅游周刊》特意盘点岛内几大主题公园欢乐玩法，快带上家人去尽情玩耍吧！

三亚·亚特兰蒂斯

坐落于海棠湾的三亚·亚特兰蒂斯
以消失的亚特兰蒂斯大陆之谜为主题，
是我国第一家亚特兰蒂斯度假胜地。虽
然2018年4月才开业，但凭借多样刺激
和梦幻体验，这里已经成为三亚娱乐度
假的新中心。

失落的空间水族馆为游客开启神奇
冒险之旅，探索海洋深处的奥秘。在这
个水下展览馆里，亚特兰蒂斯的神话在
这里得到了还原，迷宫般的地下通道和
隧道，不仅可以欣赏水下景观，还能曲径
幽深通往亚特兰蒂斯废墟的林荫大道和
街道，引领着人们探寻古亚特兰蒂斯人
神秘而古老的生活方式。在这里，游客
们可以与8.6万多尾、超过280种海洋动
物近距离地接触，包括来自极地的白鲸，
各种鲨鱼、深海鱼类及其他奇特的海洋
生物。

亚特兰蒂斯水世界按照国际领先标
准建造而成，全年开放，随时享受阳光、
水花和欢乐。这里拥有顶尖的滑道，游
客可以从接近8层楼高的顶端以自由落
体的方式纵身一跃，从近乎垂直的滑道
上获得极高的速度和刺激，最后以20.2
米每秒的速度，通过曲线滑道穿过鲨鱼
池隧道。因此，“海神之跃”成为游客打
卡必玩项目。

TIPS：水世界运营时间：10：00-18：
00，售票窗口换票时间：9：30-17：00。

长影环球100奇幻乐园

悬空式进深球幕体验海上历险的郑和宝船、
在穹顶球幕下与宇宙怪兽近身搏斗的星际穿越、
在动感飞行器上感知世界的奇幻翱翔、浸入霓虹
光影空间的激光影院、勇闯科学实验室的4D梦
工厂穿越淘金年代发掘无穷乐趣的淘金屋……
2018年12月31日开园试业的长影环球100奇
幻乐园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体验游玩。

一期占地将近千亩的长影环球100奇幻乐
园集迪士尼童趣和环球影城电影科技于一体，致
力于打造一个“白天+夜晚”“互动+体验”“影视+
科技”“灯光+热舞”的电影娱乐王国。乐园分为
丝路探险区、光影奇境、魔幻谷、梦幻童世界四个
区域。

丝路探险区主打中国建筑风格，标志性建筑
是楼兰古塔和郑和宝船，楼兰古塔内设全球室内
最高、容纳人数最多、三层裸眼3D跳楼机；镇守
陆路丝绸之路的伟大起点，郑和宝船内有超大
型、六自由度、悬空式进伸球幕影音体验设备。
光影奇境则主打西班牙建筑风格，以飞车剧场为
代表，聘请法国SEP飞车特技团队每天两场精彩
排练，身临其境感受特技大片的刺激场景。球幕
影院和4D电影则让游客完全置身于光和影的奇
幻梦境。英伦建筑风格的魔幻谷拥有火线穿越、
古堡魅影、激流勇进等项目，创造跨越时空的魔
幻天地。梦幻童世界主打德国建筑风格，设置众
多可爱的亲子合家欢项目，用机械科技与奇妙能
量筑就童趣世界的梦幻空间。

TIPS：购票可在长影环球100官网、官方微信
平台【长影环球100资讯】、各大OTA平台。

三亚千古情

三亚千古情景区自2013年开业之后便成为
当地人气景区。与三亚其他资源型景区不同，三
亚千古情以仿古和黎族苗族特色建筑为主，包含
南海女神广场、图腾大道、崖州古街、爱情谷、科
技游乐馆、黎村、苗寨、清明上河图、戏水区、小吃
广场、文化广场、鬼域惊魂等数十个主题区，这里
亭台楼阁、寺院客栈林立、七十二行老作坊鳞次
栉比、笙歌管弦不绝于耳，不间断的小表演则为
这里增添了浓郁的民族风情。

穿越快闪无疑是千古情街头表演中最精彩
最热闹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40分和6点50
分，崖州古街上音乐声响起，表演者齐上阵为大
家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穿越秀表演，最后围观的
群众也纷纷加入其中，场面十分热闹壮观。

观看一场《三亚千古情》的大型歌舞演出是
许多游客来到三亚千古情的理由。

《三亚千古情》立足于三亚恢弘的历史长卷，
以其崭新的舞台设计使整场演出突破了传统空
间与感觉的界限，呈现出令人目眩神迷的观看感
受：360度全景剧幕层出不穷，400平方米的巨型
悬空透明膜从天而降，观众伸手与头上的比基尼
美女互动……这里能听到落笔洞的万年回声，这
里有巾帼英雄冼夫人的荡气回肠，这里有海上丝
路的异域风情，这里能看到鉴真东渡时的惊涛骇
浪，这里还有鹿回头的美丽传说，一幕幕演出撼
动着观众的视觉与听觉神经。

TIPS：大型歌舞《三亚千古情》平时每天演出
三场：14：00、17：00、20：00，节假日根据客流量增
加演出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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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兰推介地：

三亚临春岭公园，展
出逾 400 种珍稀兰花，还
有丰富好玩的兰花主题游
戏，展览持续到2月3日

琼中生态科技产业园
兰园，地生根的国兰四大
品种全数聚齐，有众多稀
有兰花品种，可常年赏花

东方迦南兰花种植农
民专业合作社，收集兰花
原生种达 1000 多种，可常
年去赏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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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在三亚·亚特兰蒂斯水世界游玩。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游客在长影环球100奇幻乐园游玩。
本报记者 张茂 通讯员 丽丽 摄

三亚·亚特兰蒂斯，游客驻足观赏海洋生物。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兰花。本报
记者 武威 通讯
员 李虎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