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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略

寻味

定安仙沟腌粉：

一碗鲜香甜脆酸
■ 本报记者 邓钰

“老板，一碗腌粉多放牛肉。”每天早上，
在定安县定城镇仙沟市场一间不知名的腌
粉店，来往食客走入小店，随意找个空位坐
下，点上一碗仙沟腌粉，用鲜香滋味激活一
天的动力。

海南各地都有吃腌粉的习惯，各类腌粉尽
管都是圆粉拌卤汁，模样差不多，风味却大不
相同，可以称得上“十里不同味”。仅在定安一
地，便有仙沟腌粉、刘宁粉、细腌粉等多种粉
类，各具风味和特色。

仙沟市场里的这家小店专做仙沟腌粉，
店面没有招牌，环境并不雅致，但也算干净整
洁，服务无法比肩品牌餐厅，却挡不住客如云
来的高人气。究其原因，是好手艺让食客纷
纷驻足。

每当客人下完单，带着手套的配粉师傅便
随手拿起个大白瓷碗，麻利地放入一挂白条圆
状细粉，淋入红褐色粘稠卤汁，撒入黑、白芝麻
和香油，间入一把炸得香脆的红皮花生米、几
片酱色肉干，再放上腌制得甜甜脆脆的酸菜、
翠绿的香菜，最后放上几撮晶莹的白萝卜丝，
一碗仙沟腌粉便新鲜出炉。

“仙沟腌粉的特色就是在甜、脆、酸三字
上。”小店伙计姓黄，是老板的亲戚，前来帮工
多年，早已习惯每日天不亮便起床做粉打卤、
开店迎客的生活。许多食客只知仙沟腌粉好
吃，不明其中原因，他却可以说出一二。

甜指卤汁鲜甜怡口，脆是花生米入口香
脆，酸是白萝卜丝酸脆口感，甜酸脆之中达到
奇妙平衡便达成仙沟腌粉的美妙滋味。

“其他腌粉的卤汁多是咸香味或略带一
些酸味，但仙沟腌粉的卤汁甜中带咸，容易吃
出鲜味。”黄姓伙计介绍，仙沟腌粉还对花生
米、酸菜等配料有高要求，必须香脆，才可以
丰富口感的层次；加入的肉干分为牛肉干和
猪肉干，仙沟以牛肉闻名，很多店家做牛肉干
都很有一手，食客们老远就可以闻到店内香
浓的牛肉味；添加切得极细的白萝卜丝也是
仙沟腌粉的一大特色，这略带酸味的晶莹白
丝让卤汁少了几许甜腻味，舔了几许回甘，让
人越吃越想吃。

“我最初吃不惯，还会专门把萝卜丝挑出
来，可多试几次，不得不承认，加了萝卜丝的仙
沟腌粉确实好吃。”来自海口的食客黄以广说，
他是做物流生意的，去年在赶路时经过仙沟
墟，正好肚饿便拐进市场，尝了一次仙沟腌粉，
没想到却被独特滋味吸引，每次途径定安时，
都要专程拐进仙沟市场吃一碗腌粉。

美味的腌粉，再配上一碗热乎乎的葱花酸
菜汤，也是一大享受。定安的酸菜和海口、澄
迈等地的酸菜味道也不太一样。酸菜虽然腌
制过，却力求保持爽脆的口感，且酸中带甜，开
胃又提神。在一碗猪骨浓汤里，撒入一把酸菜
和葱花就成了一碗鲜香的汤。

有些食客还喜欢在腌粉吃剩最后几口时，
倒入葱花酸菜汤，卤汁和汤汁混合，再一口喝
下，也是一种奇妙的体验。

据说，仙沟腌粉已在定安定城周边流传了
近百年。这种说法来源模糊也不可靠，其准确
性和真实性很难保证，却可从中窥见定城人对
腌粉的喜爱。

在定城人的餐桌上，逢年过节、考取功
名、喜迁新居和儿女婚嫁等重大宴席，必然
有仙沟腌粉的一席之地。能把腌粉做好，对
这家主人来说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而美味
的腌粉不仅代表着主人以美食迎客的周到
热情，更寄托着圆粉细滑，生活顺溜的美好
期望。

定安仙沟腌粉。 本报记者 邓钰 摄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特约记者 黄良策

■ 本报记者 林诗婷

绝大多数游客来到三亚，往往
扎堆海滩，感受独特的热带滨海风
情。但其实，三亚的美并非只有大
海这一面。对于这座依山傍海的城
市来说，城融于景、景嵌城中是其与
生俱来的先天优势，得天独厚的自
然资源条件赐予了三亚多样性的
美。如何在短暂的旅途中，感受三
亚的魅力？除了看海，不妨选择登
山，看山青水碧，或看霓虹璀璨，在
静谧中品味鹿城的另一面气质。

三亚不乏森林公园型景区，但若
想避开拥挤人潮，尽享登山之趣，位
于市中心的临春岭森林公园值得推
荐。这是最受当地居民欢迎的城市
公共公园之一，也是唯一一处开放式
的森林公园，交通便利，景色怡人，且

山体高度适中，海拔最高点为195.6
米，可以让登山行程更舒心畅快。

登山的乐趣在于移步换景，能
在不同高度、不同角度看到百变美
景。临春岭森林公园依山而建，
5500米长的登山栈道蜿蜒而上，沿
途设有逐鹿台、瞭望塔、茶亭、半山
揽月、凤凰林、对弈台等6个观景点，
便于登山者在途中休息、赏景。每
一处观景点所看到的美景都各不相
同，比如在山脚处能感受到山林中

“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的郁郁葱葱，
在山腰处能品味到“蝉噪林逾静，鸟
鸣山更幽”的意境，而愈加接近山顶
时，景色则愈加开阔。

吸引登山者坚持不懈爬上顶峰
的，是三亚山、海、河、城景色相融尽
收眼底的如幻景色。拾级而上，登
上顶峰，一座古色古香的凉亭式建

筑映入眼帘，这时别着急歇脚休
息，步入亭中再登两层楼梯，这才
算真正到达临春岭森林公园的制
高点。登高而望，草木繁茂，山风
徐徐，听不见车水马龙的喧嚣，感
受到的是一座沉浸在山海美景中
的城市的美好与惬意。

“在不同的时间段登临春岭，也
会有不同的心情。”三亚市民汪璐
说，岭春岭森林公园每天早上7时开
园、晚上21时闭园，建议选择清晨或
是傍晚时分登山，早晨爬山凉爽宜
人，而夜间爬山则能一览华灯初上
的城市风光。

若想在城市间寻一处浪漫景致，
登山看海是否更别有一番情趣？位
于三亚市中心的凤凰岭公园便以浪
漫的气质闻名。凤凰岭主峰海拔约
400米，是唯一可以全览三亚湾、大

小东海、榆林湾、亚龙湾的森林公
园。当天气晴朗，登上顶峰，站在开
阔的观景台眺望远方，一望无尽的

“大海蓝”惹人沉醉，既能感受到千帆
竞技的浩荡磅礴，也可沉浸在海天一
色的旖旎风光中。与爱人前来登山，
择一处观景点，面朝大海，许下诺言，
定能酿就一份专属回忆。

此外，得益于良好的自然环境，
凤凰岭的山间美景同样不可多得。
岭上原始森林是国家重点生态保护
林，拥有品种丰富的热带植被，行于
其中，鸟语花香，空气清凉，能感受
到千姿百态的大自然之美。

除了自然风景，凤凰岭还因地
制宜打造了不少浪漫“打卡”点，比
如水晶殿堂、爱情花廊、执手台等，
在登山之余，来此拍摄创意情侣照，
也不失为一项不错选择。

打卡三亚特色登高观景点：

城中登高远喧嚣 尽收山海景如画

从高空俯瞰，横跨海
南岛东北部铺前湾海域的
海文大桥，犹如一条巨龙，
连接起海口江东大道和文
昌滨海旅游公路。

大桥的建成通车，让
海口至文昌铺前的车程从
一个半小时缩短至 20分
钟，这不仅让铺前地区的
群众欢欣鼓舞，更让慕名
古镇人文和美食的海口市
民游客们都迫不及待地想
要去铺前了。

走，去铺前，让我们一
起聆听古宅老街的故事、
看山海相连的美景、品味
舌尖上的酸辣甜咸。

沧海桑田，铺前的美，不仅
在于优越的地理和自然条件，更
在于它有着深厚底蕴的人文。
例如琼州硕儒潘存呕心沥血修
建而成的溪北书院，如今已是铺
前一景，是我省现存较完整的清
代建筑之一。

还有铺前渔港码头附近的骑楼
老街。纵岁月流逝，但街头巷尾那
光滑可鉴的石板，老铺旧店那精美
别致的装饰，依然难掩那昔日的繁
华。

独特的环境使得铺前人敢于
大海行舟，他们很早以前就以开放
的心态走向海洋，走向东南亚，走
向世界，成为海南华侨中较早“下
南洋”的一个群体。19世纪末，在
海口建起一栋栋南洋风情的骑楼
建筑的时候，位于文昌最偏僻一角
的铺前也建起了门面相对、檐廊宽
阔、精美绝伦的骑楼“十字街”。只
是，与海口骑楼街区基本横平竖直
的结构不同，铺前老街弯弯曲曲，
犹如一条游龙，宛转曲折，探头入
海。据说，设计者遵循民俗和注重
风水，特意设计成弯曲的街道，意
图保住风水财运，同时抵挡自然灾
害等。

鼎盛时期的铺前骑楼老街，
南北街长约 180 米，拥有店铺 30
多间，东西街长 350多米，街宽 7
米，两旁南洋风格骑楼 130 多
间。如今，虽大多已经破败，但行
走其中，依旧能感受到浓烈的渔
港气息，一幢幢依旧散发着艺术
气息的骑楼建筑，历经百余年风
雨，风韵犹存。

登木兰灯塔
眺海天一色

铺前，自古以来就是港
口重镇，它地理位置特殊，居
于海南岛最北端，地处琼州
海峡出海口，三面环海，北与
雷州半岛隔海相望，美丽而
富饶。

到铺前游玩，首先一定要
去铺前的最北端——著名的

“海南角”，这里绵延数十里的
沙滩海岸与碧波起伏的海面
相连，是一块尚未开发的处女
地，自然美景能让人忘却琐碎
的烦心事。

这里有林密草茂的七星
岭，被佛门道家视为圣地。建
于明代天启五年（1625年）的
七星斗柄塔屹立于山顶，虽历
经390多年风雨沧桑，依旧巍
然矗立，是研究海南古塔的宝
贵实物资料，已被列为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

这里还有被称为世界第
二的“急水门”，据说海水流速
极快，仅次于被认定为世界第
一的英吉利海峡急水门，古时
候不熟悉此海域的船只常常
在此遇险，因此也被称作“鬼
门关”。

最佳观景点在木兰头，国
家交通运输部南海航海保障
中心海口航标处木栏头航标
管理站有一座现代化的灯塔
——木兰灯塔，登塔远眺，只
见碧波万顷，“海南角”水天一
色，细白的沙滩，岸边奇石嶙
峋，联结着绿意葱茏的山岭，
美景如诗如画。

三亚临春岭森林公园：
位于三亚市凤凰路，美丽之

冠大剧院斜对面，市内乘坐9路、
53路公交车到春光路口站，步行
3分钟即可到达。

三亚凤凰岭公园：
位于三亚市凤凰路转狗岭路

红沙隧道入口右侧100米，市内乘坐
17路、24路、55路公交车到凤凰岭景
区站，步行10分钟即可到达景区。

注意事项：
三亚天气炎热，爬山时要及时

补充水分，带上擦汗的毛巾或纸巾，
并准备好预防蚊虫叮咬的药物，做
足准备功课，让游玩体验更舒心。

尝民间酸辣 品海的鲜甜

逛溪北书院 听老街传奇

当然，到铺前，不能不尝这里的
美食。“民以食为天”，在铺前人看
来，这句话还有后半句，“食以味为
先”，自古以来，铺前一带就物产丰
庶，美食层出不穷。

首先，不得不说的就是糟粕
醋。正宗铺前糟粕醋，其酸，仅呈中
性度数，不强烈呛人，不伤齿蚀嘴，
能诱人垂涎、开人胃口、增人食欲；
其辣，能增强味道、刺激口感、美化
醋色、排除油腻。

来到铺前老街，要一碗糟粕醋，
只见醋面油花漂浮，醋色黄中映红，
醋香浓郁贯鼻，醋味酸辣爽口。有
人说，糟粕醋对食客们味蕾的刺激
是伴随终生的，食过一次，往后再听
到那三个字，口舌已自然生津。

铺前的海鲜也是闻名遐迩。铺
前马鲛鱼曾在2010年就入选博鳌
亚洲论坛接待宴品，卓越的品质曾
赢得各国元首广泛赞誉。

不过，对于临海而居、世代渔耕
的铺前人而言，大鱼大肉的朵颐之
快并不是最满足的，当地人对食物
的烹制有着更细腻的挖掘。

铺前人不仅喜欢酿虾酱，还以
此推及，鱼酱、蟹酱、生蚝酱等等不
同酱类出现在铺前的餐桌之上。以
鱼蘸鱼、以虾蘸虾，甚至还能以蟹蘸
蟹、以蚝蘸蚝，铺前人可谓是将“吃
货”二字诠释得淋漓尽致。

1.海南角位于铺前的最北端，从铺前镇墟出发，约需 40
分钟的车程。清晨或傍晚时分观景最佳。自驾前往建议带
水和垃圾袋等，海湾尚未开发建设，无旅游接待点和配套服
务设施。

2.骑楼老街位于铺前镇墟，紧靠铺前港码头，下了海文大桥，
几分钟车程就到。早晨和傍晚的时候，这里有渔货交易，可以选
购新鲜的海产品。

3.溪北书院位于文昌铺前镇文北中学校园内。
4.糟粕醋在铺前民间盛行，其中骑楼老街较受青睐的就有两

三家，高悬的店铺招牌醒目，很容易找到。不过，铺前当地人吃糟
粕醋有趣，通常先大口喝下碗中醋汤，又让店家再盛，如此反复二
三才吃下干货，这种吃法叫“添油加醋法”，店家添醋免费。

A
B

C

海文大桥开通，铺前近在咫尺

走起，去看千年海滨古镇！

小贴士

小贴士

美丽的木兰湾。
本报记者 李幸璜 摄

夕阳下的木兰灯塔。本报记者 李幸璜 摄

糟粕醋。本报记者 李佳飞 摄

铺前溪北书院。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