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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邓钰 通讯员 秦昌凯

旧市场，老味道。在位于定安县定城镇的仙
沟市场里，炉灶一搭，锅炉一架，每天上午6时许，
辜大叔准时在此炒粉，已有25年。

辜大叔的小店没有招牌，只卖单一的炒粉，生
意却红红火火。由于客人太多，座椅还摆到了店
门的小广场中。每到清晨，食客便如流水般，在小
广场中随意找个空位坐下来，认真吃，吃完一抹嘴
走人，空碗筷马上被端走，又有人坐下来。

老板辜大叔介绍道，小店原是父辈暂时谋生
的小作坊，看到生意如此红火，便长久经营下来
了，连店名都没有。只不过食客间口耳相传，便统
称为“辜大叔大锅炒粉”了。

味美实惠，是这家炒粉店长盛不衰的秘诀。
“味美”是对手艺、原料和火候的综合考量，每一个
环节都得做精。

这家粉店最大的特点便是用大铁锅翻炒，可
以品出浓浓镬气。镬在民间通常指大铁锅。所谓
镬气是指由大铁锅所烹调的食物，并运用其猛烈
的火力保留食物的味道及口味，配合适当的烹调
时间，制成色、香、味、形俱全的菜肴。如若食材烹
调恰当，其中味道及口味的精华都被烹调出来，就
被称为有镬气。

为何用大锅炒粉？原来，辜大叔的父亲原是
乡村宴席的掌勺大厨，惯用大铁锅烹制食材，一手
席间功夫炉火纯青。当年岁渐大，他的父亲便开
起了一家炒粉店，保持了用大铁锅的习惯。自小
耳熟目染，他也掌握了一手大锅掌勺技能，并从
1994年起接过父亲的生意，至今已有25年。

据介绍，在大锅翻炒时，如果油太多，河粉会
腻，油太少，河粉容易焦。每条河粉都要色味均
匀，炒得不好，河粉就容易糊，又或者是“支离破
碎”。一碟出色的大锅炒粉，应该是夹起来没有多
余的油留在碟上，干身又爽口。由于灶火太旺，即
使是冬天，辜大叔炒粉时也得着短袖，吹风扇。

用作炒粉浇头的卤汁是大锅炒粉好吃的秘诀
之一。每天早上4时许，辜大叔一家就要起床熬
煮卤汁。一锅卤汁中有牛腩、木耳、胡萝卜等五六
种配料，鲜香四溢，别具特色。淋上一大勺精心烹
制的卤汁，炒粉吃下去不仅带有镬气，黏稠的酱汁
更是惹味，可谓唇齿留香。

辜大叔炒粉除了使用大锅炒的传统方法外，
还有一个特别之处，没有鸡蛋等辅料，只加一点葱
花、豆芽和牛肉。客人自带配料的话，可以交由辜
大嫂帮忙清洗和切开，再交由辜大叔炒。

因为火候足，就算简单的一份炒斋粉，味道也
很好，有点焦的，有点软的，口感适中，油而不腻。
另外，还有一煲葱花猪骨汤免费任喝。吃一口粉，
再喝一口汤，简直绝配。

来店里光顾的大部分都是熟客，无论男女老
幼，大家都带着笑容亲热地喊上一声“辜大叔早”，
才开始点上一份炒粉。有时候食客只需点个头，
辜大叔就知道他们需要什么，这是经年累月相处
中所培养的默契。熟客说，他们从小就习惯了来
辜大叔家吃粉，这香味算是陪伴他们成长的味道，
乡愁的味道。

炒粉25年，辜大叔的手艺和口碑在整个定城
都很有名气，甚至有许多食客一大早从海口驱车
三四十公里，就为了吃上这一口镬气十足的炒
粉。很多人劝他不必固守在偏远又简陋的旧市
场，换个店面到更加繁华和完善的地方经营，却都
被他婉言拒绝。他早已习惯了市场人来人往的嘈
杂景象，也习惯了和街坊邻居间相互照应。

如今，辜大叔夫妇仍然坚守在仙沟的老市
场。他们习惯每天天不亮，便起身操劳，为小店一
天的经营做准备。灶火不停，劳作不息，辜大叔一
坐下就没有停过手，看着客人品尝炒粉后留下满
意的笑容，早已成为他生活中微小的幸福。

传统歌舞贺新年

开春唱歌庆贺，以乐曲迎接新
一年的到来，是不少海南民众欢度
春节的传统活动。若想体验传统

“海南味”，去听一场琼剧或是看当
地民俗表演，感受淳朴民风与文
化，都是不错的选择。

三亚的传统崖州民歌颇具特
色。每逢春节，迎新听戏、搭台助
兴，携亲带友看崖州民歌表演，素来
是三亚崖州地区等琼南一带民众的
传统习俗。不少村民还会自发组织
在村内空地搭建舞台，邀能歌善舞
的艺人助兴表演，村民相聚演唱崖
州民歌，锣鼓奏响、乐曲悠扬，台上
台下其乐融融，非常有喜庆年味。

在昌江，当地人也爱以歌抒
情。游客可以去感受一场欢快的

“哥隆歌”盛宴。这种独特的艺术
形式，为聚居在昌化江两岸的“哥
隆人”所特有，当地人会在春节之
际组织民歌会，由村民们自己准备
精彩节目庆祝新春，为听众送去佳
节的美好祝愿。

除了琼剧，“戏迷”还可以去临
高看传统人偶戏，这也是当地民众
最爱的助兴节目之一。春节期间，
在庙会、公园、广场等热闹地，临高
当地剧团会带来精彩的人偶戏表
演，人和木偶同台演出，表演方式
老少皆宜，令人捧腹大笑的剧情，
为新一年带来好兆头。

若觉得光听歌不过瘾，儋州传
统的飘色表演定能让你大开眼
界。飘色是一种融戏剧、杂技、音
乐、舞蹈于一体的民间艺术，也是
当地民众喜闻乐见迎接新春佳节
的文化活动。在阵阵弦歌声中，经
过精心化妆的演员在旋转的舞台
上翩翩起舞，演绎出“梁祝化蝶”

“仙女散花”“敦煌飞天”等飘逸形
象，尽展凌空之美。

海南山水灵气，也养育了能歌
善舞的黎族苗族同胞。若来到黎
乡苗寨，精彩纷呈的歌舞表演是欢
迎远道而来的朋友们最诚挚的方
式，富有民族风情的特色演出，定
能让你的海南新春之旅留下美好
回忆。

感受淳朴民风，体验特色年俗

来海南过年，浓浓年味浓浓情
■ 本报记者 林诗婷

定安“辜大叔”：

25年只炒一盘粉

又逢新春佳节
时。每当此时，海南
最为热闹，返乡探亲
的外地游子与来自
全国各地的游客共
聚琼岛，感受温暖而
特别的浓浓年味。

在海南过年，
玩什么？除了欣赏
山海美景、体验旅
游项目外，在这座
海岛上，其实还有

不少异彩纷呈的花
样过年玩法，值得
去深入体验。无论
是深入村庄与乡民
共度“村晚”、感受
民俗文化，还是去
寻觅最有“海南味”
的传统美食，丰富
的年俗活动总有一
款能吸引你。

今年春节，不妨
带上本期旅游周刊
为您呈上的“海南年
味”地图，一起探寻
“最海南”年味！

年味美食迎佳节

丰盛的年夜饭，寓意着丰
收、祥和、美满的一年。在海南
过年，品尝地道海南菜肴，感受
丰富的年味美食，恐怕是最能
品味“海南味”的方式了。

除了吃鸡，还有哪些传统
年味美食？大年初一，海口人
吃斋是一大特色。斋菜煲是海
口民间的传统菜，它不使用肉
类，而是将腐竹、粉丝、黄花菜、
甜菜、水芹等素菜以讲究的做
法烩成一锅。新春佳节，围坐
一圈，共吃斋菜煲，在蒸腾热气
中，话家常、送祝福，也让年味
更有滋味。

来到定安，菜包饭一定要
去尝尝，这也是当地传统美食
之一。菜包饭，顾名思义，就是
用菜叶包起并以手捧食的一种
美食，在定安已传承了上百
年。手捧菜包饭就像捧着装满
金银珠宝的聚宝盆，寓意新的
一年会赚得盆满钵满。一大家
子相聚，或站或坐，人人捧着刚
刚包好余温阵阵的绿色“聚宝
盆”，狠狠咬上一大口，浓浓的
年味氛围都藏在香浓的味道
里。

鱼肉象征“年年有余”，也
在年夜饭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不知从何时起，过年吃马鲛鱼
逐渐成为海南人的重要传统。
在万宁，马鲛鱼不仅是年夜饭
的首道菜，也是亲朋好友之间
馈赠的吉祥礼品，其肉质结实，
味道鲜美，营养价值极高，有

“山上鹧鸪獐，海里马鲛鱼”的
赞誉，不论是香煎还是清蒸，都
是上等的海南年夜菜肴。

不同于北方年糕，海南的
年糕呈红色，称为红糖年糕。
在陵水、三亚等地，每逢年末，
家家户户都会开始煮红糖年
糕，磨好的糯米粉、红糖、生姜、
花生油一起制作，煮好后要趁
热放进筐里定型，过年时吃上
一口，口感粘糯香甜，寓意着香
甜美满的新一年。

民俗风情韵味浓

阉公鸡、填肥鸭、做年糕、置年
货、贴对联……诸多元素的年货组
合在一起，烘托出吉庆祥瑞的过年
气氛。在海南，有不少传统民俗独
具特色，对于想深入感受琼岛文化、
融入当地生活、体验特色文化的游
客来说，不妨随心逛逛大街小巷、村
庄社区，浓浓年味便藏于其中。

大扫除是各地普遍的过年传
统习俗。在海口，当地人除了会将
屋里屋外清扫干净外，每年进入腊
月后，一些老城区、农村地区还会
为村中公庙塑像刷漆换新装，迎接
新春的到来。感兴趣的朋友不妨
去海口骑楼老街、府城等老城区逛
逛，深入街巷感受当地人迎接春节
的氛围。

春节期间，在房门贴“福”字、贴
春联非常常见，但你见过将红纸贴
满厨房用品、鸡笼猪圈的习俗吗？
在海南，张贴“利是”也是一些地区
的传统习俗之一。在屯昌等地，当
地人会在门框上贴“利是”，还会贴
在鸡笼上、猪圈处、厨房内，甚至在
水缸、炉、灶和犁、耙等农具上张贴，
祈求劳动丰收。贴满“利是”的村
庄，满眼是喜庆的红色，随心拍摄采
风都充满着喜庆氛围，对于想感受
年味氛围的朋友来说不容错过。

海南人种槟榔、吃槟榔的风俗
历史悠久。在万宁、乐东等地，当地
人还将槟榔作为上等礼品，认为“亲
客来往非槟榔不为礼”。春节期间，
买上槟榔果当作“迎路”（伴手礼），
是登门访亲探友的传统项目。来海
南旅游，若要去这些地区拜访朋友，
不妨也入乡随俗买上点槟榔。

文昌是海南著名的侨乡之一，
春节也总是与华侨有着密切的联
系。以前，早年漂洋过海去番讨生
活的华侨们，无论多么辛苦，都会
在生活安定下来之后回家过年，也
延续下过年的特色传统。每逢春
节，文昌当地人做“灯头”，在正月
初五这天，家里的男丁就提上用纸
糊的灯笼，将灯笼送入土地公庙，
悬挂直至正月十五，为在外漂泊的
华侨亲友祈福。

特色活动精彩多

新春佳节，海南各地还有

丰富多彩的特色节庆活动，为

新一年的到来增添喜盈盈的氛

围。

买年货是节前必不可少的

行程。来海南旅游的朋友如何

在异乡感受浓浓年味？深入当

地城乡，逛老街、买年货值得体

验。在海口，博爱南路是传统

的购年货一条街，灯笼、香烛、

京果、糖贡等各种年货一应俱

全，幸运的话还能遇上当地有

名的写对联大师，可现场观看

大师挥毫。赏花、买花也是不

少海南民众的过节活动，春节

前各大花市张灯结彩，金桔、兰

花、富贵竹等寓意吉祥如意的

植物最为抢手，来到海南的游

客不妨也去逛逛花市，感受一

番。

爱热闹的朋友还可以去

参加当地的特色文体活动。

每当春节，乐东各地会举办丰

富的文体联欢活动，足球赛、

排球赛、篮球赛轮番登场，村

民们换上新衣裳，携家带口来

到比赛场地，为队员鼓劲加

油，搅热一年的新气象。此

外，三亚还有中廖村等不少黎

族村落，村民在新春佳节会相

邀唱山歌、跳舞，还有扎花

灯、挑水、赶猪等趣味比赛。

在澄迈县大丰镇的一些村

落，村民们每到农历正月十四、

十五会过“渔乐节”，集体到鱼

塘捕鱼、欢庆，以表达年年有余

（鱼）的美好寓意；陵水的元宵

节也十分隆重，县城里会举办

猜灯谜、琼剧大展演等活动，各

乡镇的人们也会赶来参加，不

失为感受海南文化的一次绝佳

机会。

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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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将至，市民游
客在忙着选购年桔。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临高人偶戏是当地群众喜闻乐见的节日活动。本报记者 张杰 摄

斋菜煲。

红糖年糕。

定安菜包饭。

辜大叔炒粉。本报记者 邓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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