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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秘境

攻略

发呆放空好去处

“神鳌探海”礁石将呆呆岛分成了南
海湾和七彩沙滩两个部分。作为“主角”
之一的七彩沙滩，是游人到访最多的一处
地方。它被湛蓝的大海与青葱的树木包
围呈半月状，沙滩海岸线全长1.1公里，
沙滩宽约280米，沙质细腻松软，是一处
尚未被大规模开发的海滩。

七彩沙滩又被分成客船、宝船、禅船
和宴船4个主要区域，客船即是游客中
心，宝船是一个小型的疍家博物馆，禅船
是提供茶水的地方，宴船则是用餐地点。

相比于其他海滩，七彩沙滩给人最明
显的感受是安静。这里没有熙熙攘攘的人
群，没有嘈杂混乱的声音，是一片能让人伴
着海风，听着涛声发呆一整天的沙滩。在
先天优越环境条件基础上，这片海滩被赋
予了“发呆”的使命，“呆呆岛”因此得名。

在这里，七彩沙滩静静地依偎着蔚

蓝广阔的大海，游人或沿着海滩漫步，或
倚靠沙滩躺椅休憩，或登高远眺海天一
色，从平日生活的喧嚣嘈杂中解脱出来，
在“海浪交响曲”中放空自己，获得心灵
的平静。

为了保护呆呆岛原生态环境，这里每
日最大登岛游客数量为500人。此外，呆
呆岛手机信号微弱甚至没有，除了在景区
入口和餐厅设有无线网络，其他地方很难
与外界联系，旨在让游客放下繁琐的事
务，全身心享受自然美景。

拍照打卡网红地

“在这里随便一拍就是一张大片，不
需要滤镜，我太喜欢这里了。”日前，游客
张美子与朋友来海南度假，呆呆岛拍照是
她们的计划行程之一。“我是通过‘小红
书’APP认识呆呆岛，它现在是网红地，
很多人专门来这拍照打卡。”张美子说。

在呆呆岛，除了发呆放空自己外，拍
一组清新风格的照片也是吸引游客慕名
而来的原因，因为在那里有足够多的旅拍
元素。粉红巴士、白色老爷车、七彩沙滩
椅、网红泡泡屋、秋千、船舶……各式各样
网红拍照道具散落在沙滩上，为洁白的沙
滩增添了许多趣味。

粉红巴士最受游客喜爱，也因此成为
了呆呆岛的象征物，不少游客晒出的照片
中都有它。站在车外、躲进车里、踏上车顶
……游客解锁各式各样的拍照姿势，享受
旅拍的乐趣。除了游客，呆呆岛也颇受新
婚夫妇的喜爱，他们选择在此拍婚纱照。

“相比于其他地方，呆呆岛有很多好
看的拍摄道具，配合这里的蓝天白云、大
海沙滩拍照，十分好看。另外，这里游客
很少，拍照不用着急，可以随心拍，不用顾
忌有人排队等候。”张美子说。

此外，在呆呆岛，游客还能体验到浮
潜、摩托艇、沙滩摩托车、真人CS等项
目。景区还能针对团队游客制定户外拓
展项目，是公司开展团建活动的很好选
择。时间充裕的话，游客可以选择在岛上
过夜，体验露营的乐趣。

小贴士：

1.由于限制人流，节假日游玩需提前
订票，购票时需提供身份证；

2.岛上餐厅提供海鲜火锅和烧烤，需
要提前预约；此外岛上没有小食店，游客
如上岛游玩时间长，可自备食物，食用后
要自行清理残余垃圾；

3.岛上日照强烈，游客需做好防晒工作；
4.上岛拍照的游客可选择色彩鲜艳的衣

服，也可多备几套衣服更换，岛上有更衣间；
5.正常情况，最后一班游船离岛时间

为16时30分，游客游玩需注意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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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梦晓

到儋州，得尝尝这里独特的馍。
儋州人对馍有着特殊的喜爱，在长久的吃

馍习俗中发展出了花样繁多的品种。鸡屎藤
馍、碱水馍、海头猪肠馍……在这里，被称为馍
的小食就有白馍、灰水馍、年糕、萝卜馍、欧馍、
青糕等数十种。

馍在儋州，处处可见。在儋州传统的茶店
里，各式各样的馍装在蒸盘里，一壶红茶配馍，
是绝佳的下午茶。

在新式茶楼里，馍被装在陶瓷小碗依次罗
列，红色、棕色、绿色、白色、黄色……所谓美食，
色香且味美，馍那斑斓的色彩先是在视觉上就
给人以美的感受，博得了一个好印象。

那么馍究竟是什么样的小吃呢？说起来，
它与人们常吃的粑极其相似，是蒸制出来的柔
滑而又有粘性的食物。

人们制作馍，耗时且讲工艺。馍的主要原
料是粳米或糯米，米要在清水里浸泡好几个小
时，待米全部发起来后，再把米磨成粉，制成米
浆。过去没有先进的设备，磨米粉、制米浆全需
人工动手，在石磨上一圈一圈研磨，直至细碎到
摸起来没有颗粒感时才算完成。

米浆制作完成，在倒入专门的蒸盘里蒸制
之前，就可以尽情地发挥了。儋州人制馍，依据
不同的品类，喜欢把各种各样的辅料放到米浆
中蒸制，如冬瓜糖、红枣、肉沫、花生、红糖、芝麻
等。蒸制出来的馍色泽鲜艳，有的洁白嫩滑，有
的金黄剔透，大都富有弹性，入口鲜嫩，透露出
一股软糯清香。

馍和粑又不同。许多粑类的食物，“肚子”
里也有内容，糯米团子里包裹着花生、芝麻、椰
丝，而馍，除了如白馍会在表面撒葱花、芝麻、香
油以外，大多数的馍如益母草馍、碱水馍、艾草
馍都不添加别的调味。

但人们吃馍时，也不是单调地嚼糯米团
子。通常会配一碟子浓稠的红糖汁，将一块四
方块状的馍蘸进红糖汁里，细腻的馍上沾上了
红褐色的糖汁，入口甘甜清香，软糯又不粘牙。

说到馍，还有一种较为蓬松的糕类也归为
其中，比较有名的就是东坡饼（茶糕）。

“纤手搓来玉色匀，碧油煎出嫩黄深。夜来
春睡知轻重，压扁佳人缠臂金。”这是大文豪苏
轼被贬儋州时写的一首七绝。

据记载，在苏东坡谪居儋州时，有一卖环饼
的老妪手艺好，饼的质量高，但因店铺偏僻，生
意一直不好。老妪得知苏东坡是大文豪，特请
他为店铺作诗。东坡可怜她清贫，且手艺确实
不错，就挥毫写下这首七绝，老妪因此而顾客盈
门，生意兴隆。此饼也因之得名东坡饼。想来，
这名老妪极具品牌宣传意识，同时也为苏东坡
与儋州又增添了一分联系，人们也得以窥探到
数百年前大文豪笔下的食物是什么样子。

而从诗中，我们也得以知晓，馍这种食物，
千百年来都需要细细制作，人们更是需要夜半
早起，趁着夜色把馍制作出来，才能赶得上热闹
的早市。于现在的人们而言，制馍有了机器，方
便快捷了许多，虽不用赶早，但要做得一手好
馍，也要勤劳肯吃苦，且手艺精巧才行。

而今，儋州的馍不仅在儋州卖得好，随着许
多儋州特色小吃店在海口、三亚等地开张，馍也
走出了儋州，让儋耳古郡之外的人们，也能品尝
这一富有历史感的美食。

纤手搓成儋州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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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邓钰

敲锣、醒狮、看
花灯、猜灯谜……
在热闹的元宵节，
民俗文化氛围向来
浓厚的海南，合家
出街看花灯，团圆
围炉吃元宵等“闹”
元宵习俗依然盛
行。

在海南过元
宵，怎么玩最畅
快？ 除了饱览美
好自然风光，体验
各种旅游项目外，
还可寻觅艾粑、海
南笠饭等各色海南
味特色小吃，在全
省各地还有换花
节、赛肥鸡、看木偶
戏、唱调声等别具
一格的民俗活动等
你体验。

元宵将至，不
妨带上本期《旅游
周刊》为您呈上的
最具海南味的元宵
攻略，一起探寻最
具本地风情的元宵
节！

新式年俗迎元宵

随着时代发展，人们在过年时有了
新的诉求，更加追求文旅体验，各种新
式年俗应运而生。

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们会齐
聚县城，参与欢庆元宵节黎苗少数民族
大型歌舞晚会。在此看演出，兴起时候
对山歌，跳特色舞蹈，乐趣无穷。

而在万宁市，人们欢聚海滩，细软的
沙滩上，抱着心爱的冲浪板迫不及待地
冲进大海，也是欢度元宵的美好方式。

“最近几年，当地政府和企业都会
策划新春主题的冲浪活动和行程，在
海边冲浪闹元宵，也成为不少人的选
择。”万宁日月湾某冲浪俱乐部教练王
伟表示，随着国际冲浪赛事的连续举
办，日月湾冲浪胜地效应凸显，万宁激
情动感的城市气质愈发迷人，不少市
民和游客惊奇地发现：海南元宵还有
另外一种玩法。

而海南不少市县还会在元宵节当

天举行游园会，其中“套活鸡”“盲人敲
锣”等令人兴趣盎然。

此外，今年元宵节，昌江黎族自治
县正迎来木棉花季，该县将在七叉木棉
观景台和叉河排岸木棉观景台举办木
棉花快闪歌舞表演、美食商品市集、植
木棉树等系列活动；东方市在金山文化
公园举办首届迎春祈福灯庙会活动
……多样新式年俗活动邀广大市民、游
客前来参与。

特色美食年味足

一年佳节，一方水土，一地风味。端
午食粽子，中秋嚼月饼……特殊节庆似
乎总与某样特定美食连接在一起。在海
南闹元宵，怎么能不尝尝那些最具海南
味的特色美食，艾粑、海南笠饭和油煎元
宵等各式小吃一下肚，令人回味无穷。

对于定安人来说，元宵节的主角不
是汤圆而是艾粑。艾粑是用揉好的糯
米粉包馅料制作的小吃，有芝麻、花生、
椰丝等各种馅料。

“刚做好的艾粑细滑Q弹，剥掉外面
一层绿叶，轻咬一口，又香又甜，软软的，
可好吃呢。”土生土长的定安人陈雪丹
说，每年正月十四或十五，全家人在小院
里一起做艾粑，是她最难忘的元宵记忆。

“艾粑馅料好做，但怎么把糯米皮蒸
得柔软滑而不粘，最见真功夫。”陈雪丹

介绍，元宵吃艾粑象征年景甜蜜和幸
福。不但自家人吃，还可赠送亲戚和朋
友，寄托家乡人的淳朴感情和美好愿望。

而在定安、屯昌、琼海和文昌等地，
元宵节还有吃笠饭的习惯。这是用野
菠萝叶或者椰子叶编织成各种形状，再
注入大米蒸熟的小吃。不同的形状有
不同的吉祥寓意，比如说，枕头状寓意
高枕无忧，生活舒适；元宝状寓意财富，
表示财源滚滚；小鸡状则代表吉祥如
意，事事顺利。

以前生活条件艰苦，人们做的笠饭
没有放什么馅，就是白白的大米饭，味道
清淡。经过蒸煮之后，大米饭融合了叶
子的清新气味，虽无脂无油，却清香无
比。清淡的笠饭，配上咸鸭蛋、酸豆角和
咸菜，朴实却别具一番滋味。

元宵节在白沙黎族自治县又叫“过
大年”，实指正月十四到十六这三日，民
间吃元宵或油煎元宵。当地人王畅说：

“虽然平时在超市就可以买到元宵，但
农家人还是最喜欢合家手制元宵，这样
更有过节味。”

其实，节庆美食大多如此，重要的
不一定是食物本身，而是人们参与制
作，共同忙活的过程。

寻味

■ 本报记者 李艳玫
通讯员 符宗瀚

在海南，不缺大海与
沙滩，既保存原生态风光
又具有小清新风格的滨
海区域中，呆呆岛是一
处美妙的存在。由于新
近开放，呆呆岛鲜为人
知，没有游人如织，充满
静谧美感，宛如世外桃源
般存在。

呆呆岛位于陵水黎
族自治县南湾半岛西南
部，西与清水湾旅游度假
区相邻，南与蜈支洲岛隔
海相望，沙滩海岸线长达
5.9公里，是海南岛东海
岸线最长、保护最好的沙
滩之一。

探访呆呆岛，需要到
达南湾猴岛码头乘船，几
分钟即可到达南湾半岛，
登岛后乘坐游览车前
往。通往呆呆岛七彩沙
滩的道路，依山势而建，
蜿蜒险峻，左边灌木丛林
满眼青翠，右边海浪礁石
碧波荡漾，一路可饱览
山、海、石奇观景象。

多彩民俗庆佳节

“闹元宵活动通常从中午合家吃完
元宵饭开始，有时主人家还会邀请在当地
过年的外地客人来家中共享。”定安县定
城镇莫村社区居民莫非说，一桌完美的元
宵饭，不仅有白斩鸡、斋菜煲等佳肴，海南
粉更是必不可少。当天，全家人都要早起
为此做准备，所有人忙前忙后，洗菜、拔鸡
毛、剁生姜，砧板上清脆的剁肉声响个不
停。吃完这顿饭，长辈们便要备好香火和
贡品，领着一家人前往祠堂祭祖。

海口市府城可谓海南“烟火气”最
浓的地区之一，每年元宵，“装马匹”民
俗巡游、醒狮闹春、琼剧庆春、灯谜游春
等多项民俗活动在府城陆续上演。

最美妙是华灯初上时，绣衣坊、马
鞍街等老街挂满喜庆的灯笼，各种销售
鲜花、花灯的摊位热闹非凡，呈现出

“千灯照春”的繁华景象。府城居民黄

怡广说，因为“灯”与“丁”在当地发音相
近，花灯不仅点亮了夜色，更寄寓着

“人丁兴旺”的期待。
相比猜灯谜、舞龙舞狮，这一天在

府城，还有更浪漫的民俗活动——“换
花节”。多数人换花意在新春伊始，互
相祝福；青年人则把换花节当作交朋结
友的大好时机，愿以花为媒觅知音。

据说“换花节”源自唐代，历史悠
久，是当地特有的民间节日，现已被列
入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换花节”原
为“换香节”，以前全城男女老少元宵出
游，与手握香火的人相互换香，互相祝
愿。后来，交换香火逐渐演变成为更文
明、更富于内涵的交换鲜花。在政府和
民间的推动下，“换花节”规模不断扩
大，每年都有十余万人参与，更成为公
认的海南“情人节”。

每到正月十五，琼海市博鳌镇乐城
村就会出现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人山人
海的热闹景象。“赛肥鸡”这个独特的民俗
活动在当天上演，家家户户都将宰杀好的
家中最肥美的鸡，送至村中老街打擂台。

据说，“赛肥鸡”活动是由明代祭祀
城隍爷的祭礼演变而来。谁家的鸡最
肥，说明谁家会养鸡，也是最勤劳的象
征，自然会得到乡亲尊敬。

鲤鱼灯闹春也是琼海博鳌镇、潭门
镇渔村中独特的元宵习俗。村中鲤鱼
灯队的后生小伙手持鲤鱼灯，走村串巷
进渔家，挨家挨户为村民拜年祝福。这
项活动从明代流传至今，庆祝往年的丰
收并祈祷来年顺利。

此外，乐东黎族自治县黄流镇花灯
游街，临高演出人偶戏等特色民俗，更
具风情，引人注目。

⬅每逢元宵节，海口
市府城都举办传统花灯
会。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儋州的碱水馍。本报记者 刘梦晓 摄

游客在呆呆岛游玩拍照。本报记者 李艳玫 摄

琼海乐城元宵赛肥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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