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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三”是黎族苗族同胞的重大
节日，是预祝山兰稻谷和狩猎双丰收
的节日，同时也是青年男女自由交往
寻找意中人的好日子。

在这一天，黎族苗族人民用对
歌、摔跤、拔河、射击、荡秋千等形式
尽情地欢庆，用歌声用舞蹈表达对
生活的赞美、对劳动的热爱，尤其是
年轻男女在你来我往的歌声中互诉
衷肠。

“坐船难知水深浅，与哥交情难知
心。妹愿哥心直如线，难料哥心曲如
藤。”在对歌中，黎族姑娘们用歌声大

胆地宣告着内心的悸动。小伙子一听
姑娘有心相爱，便回唱道：“星光月光
明对明，侬俩交情真对真。不做浮云
过路客，愿学飞燕心连心。”

歌声此起彼伏，男女青年各坐
一边用歌声互相倾诉爱慕之情，如
果双方感情融洽，就相互赠送信
物。姑娘们将亲手编织的七彩腰带
系在小伙子腰间，小伙子则把耳铃
穿在姑娘的耳朵上，或把发钗插在
阿妹的发髻上，相约来年的“三月
三”再相会。

“蛮舞与黎歌，余音犹沓沓”，当

一代文豪苏东坡结束流放生涯，将要
离开琼州之时，看到黎族父老唱歌跳
舞为他庆贺，感慨万千之时写下了这
诗句。

据了解，竹竿舞起源于古崖州（今
海南三亚、乐东、陵水一带），是黎族最
古老的舞种之一。

“三月三”，走入黎村苗寨，热情
好客的主人一定会邀你跳上一段竹
竿舞。不要害羞，不要露怯，舞蹈并
不要求舞者有高超的技巧，只需要
你舞动身心，融入这节庆的快乐氛
围中。

■ 本报记者 丁平
特约记者 陈德君

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期间，
沙美村成为热门IP、网红美丽乡村，
省里将“美丽乡村会客厅”系列外事
引资活动安排在这里，让许多国内外
的重要嘉宾在这里的山水田园之中，
闲聊小叙之间，发现海南之美，寻找
发展机遇。

沙美村是琼海市博鳌镇的一个
行政村，坐落于金牛岭脚下，面朝生
态湿地沙美内海，为九曲江、龙滚河
环绕，“山水林田湖”要素富集。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这座村庄的
最大财富。如果想快速了解沙美村，
走一走滨海长廊就可以。滨海长廊
全长1.8公里，修建于2010年，当时
是为了防止汛期海水倒灌，建成后有
效保护了沙美群众的生命财产安
全。现如今，滨海长廊主要供村民和
游客散步游览。

滨海长廊外是沙美内海生态湿

地，依靠在滨海长廊栏杆上，望沙美
内海碧波连天，看海河湖景色，生态
景观尽收眼底。

滨海长廊内是沿山而建的村落
和特色民居，各有特色。如祥勋客
栈，这是一家以沙美村“南侨机工”龚
祥勋命名的客栈。龚祥勋生于1918
年，早年因家境所迫，下南洋到新加
坡打工，其间考取了英国“皇家机械
学校”，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
他参加了陈嘉庚组织的“南侨机工回
国服务团”，施展所学之技，实现技术
报国。祥勋客栈户主龚建民是龚祥
勋的后代，他抓住美丽乡村建设机
遇，结合博鳌本地特色，将自家房屋
内部进行全面装修，打造成沙美最具
有田园风情的旅居场所。

再比如望海居民宿，地处半山，
面对着沙美内海，风景优美，环境静
谧。它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有的外
部样貌，房屋地方特色浓郁，民宿风
格独树一帜，此外还提供特色的鹅公
道小吃。

拥有特色民俗文化，使得这座田
园村庄拥有独特的气质。村里有家
琼海公道店。“吃公道”是琼海本地的
一种传统集体聚餐形式，起源于早年
物质条件欠缺时期，那时候，大家为
了平等地同吃一只鸭或鹅，就请一位
德高望重且手艺精湛之人主持公道，

分而食之，因此得名“吃公道”。琼海
公道的户主何忠林通过改造自家房
子，为游客提供用餐便利，让游客体
验琼海这一特色美食文化。

若是“吃货”，来到沙美村，肯定
不会失望。何记农家乐秘制的“海鸭
煲”深受广大游客的喜爱。五谷丰登

杂粮店是沙美村昔日贫困户冯君借
助美丽乡村建设的机会，用自家前院
改造而成，主营各种五谷杂粮小吃，
食材全部来自本村村民自己种植。
怡然轩是沙美村村民冯锦河迎合游
客消费潮流，另辟蹊径经营的水吧，
主打水果咖啡，让游客在休闲小憩之
时，品尝到醇香的咖啡和清甜的水果
汁。沙美渔人饭店主要为游客提供
沙美本地特色的美味佳肴，如沙美
鱼、沙美鹅等等。

此外，若想深入感受当地村民
生活，不妨到村子里面走走。村里
有百年以上的老树35棵，村民特别
爱护这些老树，把老树看做沙美的
珍贵财富；村里还有“金牛涌泉”，水
潭虽然不大，但底部与堤坝外的沙
美内海相通，汛期内海涨潮时，潭水
水位随之升高，形成潭水奔涌景象，
因坐落金牛岭脚下，故名“金牛涌
泉”……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海子笔下
的“明天”，在沙美村几乎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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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腐脑：

吃甜味还是咸味？
■ 本报记者 李艳玫

“豆腐脑，豆腐脑……”每天下午 3 点，
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桃源安置小区内总

响起叫卖声，不少住户从阳台上探出头，叫

住商贩，随后下楼买豆腐脑，小区里开始热

闹起来。

“我要一小碗”“我来一大碗”“淋姜汁红

糖”“只放红糖汁”……住户们轻车熟路地说出

自己的需求。商贩何大姐打开锅盖，热气与香

气一起冒出，她拿起勺子，一勺又一勺小心翼

翼地将豆腐脑舀到碗中，随后浇入红糖糖浆，

撒上芝麻、花生，美味可口的豆腐脑就呈现在

食客面前。

豆腐脑，也被称为“豆花”，是我国一道

著名的特色传统小吃。据资料显示，豆花起

源于仙市古镇盐井湾（今四川省自贡市仙市

古镇月合村）。原盐井湾是煮盐的作坊，一

名盐工的妻子，给他端来豆浆解渴，盐工不

小心将卤水洒进豆浆中，他品尝后觉得味道

不错，此后经常在豆浆中洒上卤水，豆花便

由此产生。

秦岭淮河将中国划分为北方和南方，就

连一碗豆腐脑都被这条界线划分出不同的口

味，于是豆腐脑的甜咸之争，一刻都没有停息

过。“我从小吃的豆腐脑都是甜的，为什么会

有咸豆腐脑这种食物的存在，简直就是黑料

理。”南方姑娘何琴说。北方小哥李俊一不乐

意了，“豆腐脑不一直是咸的吗？甜的豆腐脑

才奇怪。”

饮食习惯上，南方人口味偏清淡，他们认为

豆腐脑香滑甜嫩的口感更好吃，不管是浇上红

糖糖浆还是白糖都美味，甜而不腻；而北方人习

惯在豆腐脑里放入卤汁、香菜，还有人会放辣

椒，又是另一种风味。

作为我国最南边的一个省份，毋庸置疑，海

南是站在甜豆花这一边的。一碗鲜嫩的豆花，

淋上香醇的姜汁红糖，吃下去从身暖到心。一

碗豆腐脑，一根油条，一个鸡蛋，成为了海南人

早餐最常见的搭配之一。

在过去，尤其是在海南的农村地区，时常会

见到挑着大锅卖豆腐脑的人。他们走村串户，

用勺子撞击土碗发出“哐哐哐”的声音，食客们

一听到这声音就知道卖豆腐脑的人来了，彼此

间已经形成默契。而如今，挑着大锅卖豆腐脑

的商贩少了，想要吃到豆腐脑，需要到菜市场中

寻觅。

何大姐虽然年纪不大，但是卖豆腐脑已

经有10年时间。她每天制作两锅豆腐脑，上

午在菜市场卖，下午则是骑着电动三轮车穿

梭于各个小区叫卖。“制作豆腐脑，我觉得两

点最重要，一是火候要把握好，一不小心豆花

就会变‘老’，更严重些会带有炭火味；二是红

糖姜汁一定要浓要香，这样吃起来才够味。”

何大姐说。

随着食客口味的多样化，不少店家开始探

索豆花的新吃法。在琼海市一家网红甜品店，

芋圆豆花、红豆豆花、冰沙豆花、酒糟豆花……

各式豆花达10余种。“尤其在夏天，豆花很受欢

迎。在冰凉鲜嫩的豆花上，加上芋圆、红豆、莲

子等配料，是一道绝佳的消暑甜品。”该店一名

服务员说。

豆腐脑哪种吃法好吃，因人而异。甜的也

好，咸的也罢，只要自己吃得开心，那就是最佳

的吃法。

红糖姜汁豆腐脑。 本报记者 李艳玫 摄

木棉红，佳节
至，黎族苗族人民
最盛大的民族节日
“三月三”又将如约
而至。

在黎族苗族同
胞聚居的海南中部
地区，“三月三”里
对山歌、跳竹竿舞、
吃长桌宴、喝山兰
酒等习俗非常盛
行。这一天，人们
从四方汇集，用欢
歌笑语和热烈舞蹈
互诉衷肠，通过品
尝美食佳肴来抒发
心中的快乐。

在海南过“三
月三”，怎么玩最畅
快？除了探寻保
亭、琼中、五指山等
市县的美好自然风
光，还可品尝鱼茶、
五色饭、山兰酒等
各色黎族苗族特色
美食，更有对山歌、
跳竹竿舞和编织黎
锦等别具一格的民
俗活动等你体验。

随着时代发展，“三月三”不仅
是黎族苗族同胞欢庆的节日，有了
更多文旅寓意，也吸引了更多游客
参与体验。

近年来，随着政府加强规划，各
地推出了各类富有文化传承寓意的
文体活动。如在琼中，每年“三月三”
都会推出黎苗服饰秀，模特们身着黎
族五大方言区的传统服饰以及苗族
传统服饰走上舞台，刮起一阵“最炫
民族风”。

“少数民族文化博大精深，能够
一次观看不同样式和纹样的黎族苗族
服装集中展示，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
特别的体验。”去年“三月三”，海口游
客李梦在琼中观看了一场黎苗风情时
装秀，特别的体验令她念念不忘。

此外，琼中、白沙等地，还会举
行黎族织锦、苗族刺绣技艺展示活
动，邀请传承人现场演示黎锦编织、
苗衣绣制过程，在一针一线、一推一
拉中，精美的图案逐渐跃然眼前。

“三月三”期间，除了品尝各色特
色民族美食，参与欢乐的歌舞活动，
不妨留心民族艺人的匠心传承，深入
体验黎苗文化。

一年佳节，一方水土，一地风味。
鱼茶、五色饭、山兰酒……在海南少数
民族地区，特色美食数不胜数。“三月
三”，不妨走入五指山、琼中、保亭等黎
族苗族少数民族聚居区，品尝别具风
味的当地美食，让味蕾随着节庆一起
欢腾。

“很快就要‘三月三’，这几天全家
人都忙得不亦乐乎。”每年“三月三”前
夕，都是定安母瑞山的苗族村民盘家
盛和家人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他们
收集食材，忙碌地准备各类节庆美食，
其中最令一家人期待的便是五色饭。

“五色饭好看又好吃，晶莹的糯米
被染成黑、白、红、黄、紫五种颜色，尝
起来不仅有浓浓米香，还有淡淡的草
木清香。”盘家盛介绍，五色饭的食材
天然，先将桑叶、红蓝藤、黄花汁等分
别压榨出汁，将糯米分别放入其中浸

泡10小时左右染上五彩色泽，最后将
五色糯米放在一起蒸熟，便制成五色
饭。“色彩鲜艳的五色饭是孩子们的最
爱。当五色饭端出来，心急的孩子甚
至会用手直接抓着吃。”盘家盛说。

“‘三月三’，迎客来，我们总要送
上酸甜爽口的鱼茶。”五指山市水满乡
的村民卓玉亭介绍，鱼茶并不是茶，而
是米饭和鱼肉混合的一种腌制食品，
分为干鱼茶和湿鱼茶两种。过去，它
是黎族苗族同胞招待贵客时才拿出来
的上等好菜。“三月三”前一个月左右，
村中家家户户便忙着制作鱼茶了。

据了解，腌制“鱼茶”时，先把淡水
活鱼收拾干净，拌上盐，腌上一两个小
时，然后挤干盐水，掺入凉米饭、酒曲
搅匀，再装进干净的坛子里密封起
来。“鱼茶”放25天以上，便可食用，放
得越久，其味越酸。做好的鱼茶味道

酸甜而浓郁，口感柔软且稍韧，并带有
酒味，惹人垂涎。

对于黎族苗族同胞来说，欢快的
节庆绝离不开山兰酒的助兴。山兰酒
香甜可口，并不熏人，口感和味道甚至
有些像饮料，但后劲十足，酒香四溢，
往往是一家开坛举寨飘香。

如何将这些特色美食一网打尽?别
着急，“三月三”当天，只要走入黎村苗
寨，热情好客的黎族苗族同胞们一定会
邀你参加长桌宴。宴席上，人们围着长
桌入座，竹筒饭、三色饭、地瓜酒、雷公
酸笋、糍粑、牛肉烧烤……几十种特色
美食摆在眼前让人眼花缭乱，垂涎欲
滴，觥筹交错间，尽享节日盛景。

轮番献艺 民俗技艺精彩连连

觥筹交错 特色美食惹人垂涎

载歌载舞 黎歌苗舞欢庆佳节

黎族群众跳起竹竿舞庆祝传统节日“三月三”。 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IN

琼中什寒村的黎族长桌宴。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三月三”节庆活动中展示黎陶
制作技艺。 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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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鳌沙美村风光。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