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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一◆
新型海上项目不断引进

5月立夏，正是每年来三亚冲浪的
好时节。在三亚市海棠区后海村，不少
从世界各地慕名而来的冲浪爱好者相
聚于此，选择一处民宿住上数周或数
月，开启新一年的“冲浪季”。

这些“冲浪迷”中有不少都是三亚
的“回头客”，来自江苏的赵茜便是其中
一员，“后海村的皇后湾海湾绵长、海水
干净透明，海水资源非常适合开展冲
浪、浮潜、帆船等水上运动，国内外许多
知名的冲浪教练常年生活于此，在这里
开设冲浪学校、提供专业的冲浪课程，
每年都吸引着像我这样的冲浪爱好者
回到三亚。”赵茜说。

丰富的海水资源还为三亚开展前沿
的海上体育娱乐项目提供了优越条件，
成为吸引“回头客”的“秘密武器”。来自
新疆的李海杰连续多年带家人来三亚度
假，吸引他的不仅是天蓝海阔的美景，还
有丰富、刺激的海上运动项目，“摩托艇、
拖伞、香蕉船、潜水……海上项目能让人
缓解压力、放松心情，三亚很多景区每年
不断地开发、引进前沿的海上运动产品，
不断提升游玩的体验感，让我每次都有
不同的感受。”

“近年来，三亚通过创新旅游产品供
给，不断延伸拓展旅游空间，联动起海陆
空资源，打造立体化的旅游模式，邮轮游
艇、低空飞行等新颖旅游产品非常受欢
迎，进一步刺激旅游消费，提升游客粘
度。”三亚市旅文局相关负责人说。

非初次到三亚游客占比逾4成

三亚旅游“回头客”有点多！

文昌民间有句谚语：“小吃小，能量大。小孩
大人都能吃，文昌小吃甲天下。”说的是文昌拥有
各色小吃，不仅味美，而且有益健康，因此，深受
男女老少欢迎。而说到文昌小吃，东阁粿仔一定
绕不过去。在文昌各地的酒店、老爸茶店和街头
的大排档里，都少不了东阁粿仔的身影。

小粿仔的养生之道

相传，按照文昌多年传承的民俗，家里有新
生儿长至第12天时，娘家人都要买猪肚为嫁出
的女儿“补肚”，即调养身子、补补营养。这一天，
村里的乡邻都来探望娃娃和新妈妈，表达最美好
的祝福。按此传统，为表感激，主人家要用细米
粉制作一些可口的粿仔来招待邻里，人手不够
时，邻居们都会搭把手，渐渐演变成了全村人搓
粿仔、煮熟同吃的习惯。

如今，旧时关于“孩子出生12天后才能见外
人”的风俗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做粿仔招待客人
的习惯在文昌的一些村落仍保留至今。

制作粿仔的原料主要有大米、红糖、生姜
等。其中，大米一般都是本地产的土稻米，浸泡
约1个小时后，用石磨辗成米粉，富含矿物元素，
有着浓郁的稻谷香味。红糖具有养血、活血的
作用，生姜性温补，两者调和后，可改善体表循
环，治疗伤风感冒。因此，在文昌，人们不仅把
粿仔当作茶余饭后的一道甜品享用，更视之为
养生汤，东阁一些刚坐完月子的妇女，也会多食
粿仔以调理和补养身体。

古法传承香甜美味

要吃最地道的传统美味，就一定要去东阁镇
上走走，这里每一家老爸茶店都有粿仔汤。闲暇
无事时，约三五好友，边吃粿仔边聊家常，早已成
为当地人的一种生活习惯。

今年55岁的钟永奋在镇墟开粿仔店十余年
了，他的店离东阁中心小学不到200米的距离，
因为在家里兄弟中排行老二，粿仔店便叫“业二
粿仔店”。每逢节假日，特别是春节前后，他家的
店都坐满了人，前来品尝粿仔的人络绎不绝。因
为生意好，老俩口忙不过来，女儿钟秀萍便时常
到店里帮忙搓粿仔。

“搓粿仔的米粉不能直接用水和，要用生粉
煮成的糊来调和，并且分量要把握好，不能多不
能少，粉糊少了，粿仔硬，粉糊多了，又太软，容易
粘牙。”钟秀萍边说着边忙着手中的活，只见洁白
柔软的面团在她的手中变戏法似地成了一粒粒
的小粉团，经双手合十一搓，“肚儿圆圆两头尖
尖”的粿仔就成形了，随后“飞”到滚烫的开水锅
里，搅拌几下就可以用漏勺打捞出来食用了。

配料是事先调制好的，最重要的就是糖水，
用生姜、白糖、红糖熬制3到4个小时。据说，选
用的生姜越老越好，熬出来的糖水以黏稠如藕丝
为最佳。虽是配料，花生碎也很讲究，为避免油
腻味，东阁粿仔配的花生碎一般不用油炸，而是
用带壳的花生与粗砂粒一起用大火炒熟，再剥壳
碾碎。

煮熟的粿仔倒进糖水，再撒一把花生碎，还
未入口，香气已经扑鼻。尝一口，软软糯糯滑滑
的粿仔，米香与姜糖的香气融为一体，酥香的花
生碎带点嚼劲，让你忍不住一勺接一勺，不知不
觉就吃了一大碗进肚。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糖水和花生碎必备，有
些食客还喜欢在粿仔汤里加蛋、山薯、红豆、绿豆
等，各人依据各人的口味要求店家添加，亦别有
一番风味。

文昌东阁粿仔
味美又养生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通讯员 王先伟

东阁粿仔。本报记者 李佳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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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林诗婷

似乎是一夜之间，凭借“抖音”短
视频等社交媒体，重庆这座不曾占据
热门旅游目的地榜单前列的城市，竟
迅速成为游客向往的“网红”城市。
今年的“五一”小长假难得连休4天，
让极少在节假日期间跟风出游的我
也心动了一回，放假前一天临时敲定
行程，决定飞去重庆打卡，解锁这座

“幻魔3D”城市。
打卡洪崖洞吊脚楼的夜景奇观、

看李子坝轻轨穿楼而过、感受设计巧
妙的屋顶公路……出发前制定攻略
时，除了准备去吃热辣的重庆老火
锅，绝大部分的行程安排都参考了在
网络上迅速传播的一系列热门短视
频，魔幻、神奇、立体、时尚是这些短
视频传递给我的“重庆标签”。而当
我真正来到重庆，在短短3天的旅行
中，才发现这座城市除了拥有人潮涌
动的洪崖洞、解放碑等“网红”打卡
地，依山而建的老街旧巷、富有历史
感的文物建筑、沿街吆喝的市井摊贩
等人文景观同样构成了重庆的另一
面。喧嚣与静谧，现代与传统，魔幻
与质朴，就在一系列二元对立的文化

碰撞中，拼接成一幅在变与不变中成
长的重庆景观。

洪崖洞吊脚楼夜景奇观

抵渝后的第一站，便定在洪崖
洞。因酷似日本动漫《千与千寻》中的
场景，这片位于长江边上、具有巴渝传
统建筑特色的吊脚楼群迅速走红，特
别是当夜晚灯光亮起，这里成为许多
游客来到重庆的必打卡地。

洪崖洞火到什么程度？在去洪
崖洞路上，当地出租车司机说，去年

“五一”、国庆等假期，因参观人数众
多，洪崖洞附近的千厮门大桥封锁断
流，为拍照的游客们挪地，直到凌晨2
点人潮还未散去。

好在，当我抵达洪崖洞时天色未
暗，趁着“五一盛况”还未来临，我们
抓紧时间逛了一圈。洪崖洞一共11
层，虽经过政府重修改造，但仍保留
着传统的吊脚楼样式，楼群依山就
势、房屋结构简单，就是这种开间灵
活、形无定式的建筑风格，造就出3D
立体的建筑奇观。楼与楼之间由楼
梯、电梯相连，通过分层筑台、吊脚、
错叠等方式，让每一层楼实现开阔宽

敞，共同串联成开放式的商业街区。
行于其中，犹如在闹市街区中，餐饮、
娱乐、休闲、酒店、文化购物等功能应
有尽有，若不通过窗户向外观看，很
难察觉自己其实身在高楼里。更令
人惊喜的是，得益于重庆山城道路的
特点，洪崖洞的11层楼，每一层楼均

能通向马路，让人不得不佩服建筑设
计师的鬼斧神工。不少游客光是搭
乘电梯在各个楼层中穿梭，便晕头转
向，找不着北。

从11层逐层逛到1层时已是傍
晚，滨江路两岸华灯初上、车水马龙，
洪崖洞灯光瞬间点亮，向江边走去才

真正感受到“网红”城市的火爆：沿江
数公里道路上密密麻麻的观光客早就
占据了最佳拍摄位，高举着手机、相机
以及各式拍摄道具，开启“狂轰滥炸
式”拍摄模式，人声、车声、船鸣声交
织，一起参与到这场“网红狂欢”中。

江边居民街区别有洞天

不爱扎堆，我便索性沿着江边、
逆着人潮一路往西走了十多分钟，拐
进一处居民区聚集的街区，惊喜地发
现别有洞天：沿着青石板阶梯拾级而
上，一侧是山，另一侧则是居民楼，石
阶上卖冰粉的、卖水果的小贩忙着张
罗生意，小街边商铺虽灯火通明，面
馆、馄饨店、火锅店内食客来来往往
共同构成一幅富有“重庆味”的生活
图景。

哪一面才是真实的重庆？无论
是社交媒体平台中流光溢彩的洪崖
洞、高楼耸立成群等震撼景观，还是
《疯狂的石头》《火锅英雄》等电影中
的市井味道，亦或是居民楼下的小
摊上一碗热辣辣的重庆小面……在

“网红”时代，新老文化的不断碰撞
中，才真正构成了重庆的魔幻色彩。

重庆：“幻魔3D”城市风情无限

■ 本报记者 林诗婷

天蓝海阔的美
景，服务优质的酒
店，味道鲜美的海
鲜，四季怡人的温度
……来三亚旅游度
假，是什么最吸引
你？日前，据一项抽
样调查数据显示，近
年来三亚“回头客”
数量居于平稳，仅在
去年，非初次到三亚
的游客占比逾四成，
其中第4次及以上
来三亚的游客占比
接近10%。

如今，三亚旅游
逐渐从观光游览型
向休闲度假型转变，
融合了海上运动、低
空旅行、邮轮游艇、
民俗文化、美丽乡村
等丰富元素的旅游
产品相继推出，除了
越冬“候鸟”老人，亲
子家庭、新人情侣、
学生一族、车友驴
友、冲浪达人等群体
也逐渐成为三亚游
客的重要组成部分，
构建起多元化的“回
头客”旅游市场结
构，不断激发出旅游
消费的新增长点。

◆理由三◆
酒店密集私享度假

来三亚玩什么？除了能体验上天入海的
各式新颖丰富的旅游产品，还有一种吸引不少

“回头客”的度假模式——“宅”酒店。
自上世纪90年代国内首家五星级滨海型

度假酒店落户三亚后，凭借优质的旅游资源和
自然环境，三亚又接连吸引了40多个国际品牌
落地，其中不乏艾迪逊、瑰丽、亚特兰蒂斯等国
际热门高端品牌酒店，推动该市成为国内五星
级酒店最为密集的区域之一。

“近年来，亚龙湾、海棠湾等湾区酒店群发
展迅速，无论建筑风格、规模档次，还是产品特
色，均显示出三亚度假酒店的超强吸客能力。
酒店通过打造亲子乐园、水上项目、旅游演艺
等产品，加强消费者的体验和参与，将酒店做
成了景点，使酒店附加值大幅度提高，‘酒窝’
一族逐渐成为三亚游客的重要组成部分。”三
亚市旅文局相关负责人说，在刚结束的“五一”
小长假中，亚特兰蒂斯综合体接待游客4.38万
人次，超过了该市不少热门景区接待量。

“酒店内设施完善、产品丰富，无需舟车劳顿
前往热门景区、等待排队入园，在酒店里就能享
受舒适的假期，体验配套的水上项目、海洋馆、剧
场秀等，身心得到极大放松。”多次来三亚“宅”酒
店的旅游达人王丹，此次“五一”假期选择了“网
红”酒店——三亚·亚特兰蒂斯，酒店内丰富的游
玩设施令其惊喜。

“除了高端品牌酒店，‘宅’民宿也是不错的
选择。”上海游客陈丹瑶说，与传统酒店客房相
比，民宿更具个性化、原创性，三亚海边、乡村、热
门街区中有不少特色民宿，非常富有文艺气息，

“窝”在民宿里发呆、看书、看风景、泡泳池成为吸
引她多次来三亚旅游的原因。

◆理由二◆
家庭游、亲子游产品丰富

据不完全统计，三亚每年吸引着约40
万来自全国各地的“候鸟”老人前来度假，
是该市“回头客”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力推
动着康养旅游发展。

“三亚气候适宜、空气清新，城市里融
合了山、海、河美景的公园众多，是老年人
康养的胜地。”来自河南的“候鸟”老人李桂
福说，随着海南环岛交通网络日益完善，三
亚周边市县也成为他和朋友们的旅游新目
的地。据了解，结合了休闲观光、民族风情
的“一日游”产品非常受老年游客欢迎。

除了开发休闲观光游，三亚不少涉
旅企业正努力挖掘旅游资源的更多潜
力。“比如借助丰富的海洋资源打造海洋
文化产品，结合热带雨林资源开发研学

旅游，让游客深入感受大自然的魅力。”
三亚市旅文局相关负责人说，如今融合
海洋文化、热带雨林等元素的旅游产品
也相继推出，寓教于乐的新颖形式还吸
引了不少亲子家庭、学生群体。

“三亚是天然的自然课堂，除了能让孩
子感受大自然的魅力，还可以通过体验式、
互动式的旅游形式，学习了解海洋生物、热
带雨林植物等知识，每次带孩子来旅游都
有新的收获。”广西游客张静已是第二次带
孩子来三亚旅游，愈加完善的亲子旅游设
施以及丰富的亲子游产品，也成为三亚吸
引“回头客”的重要因素。

重庆洪崖洞。本报记者 林诗婷 摄

？

学生们在三亚参加亲水运动。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游客在亚龙湾热带天堂森林公园游玩。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黄庆优 摄

游客在三亚·亚特兰蒂斯水
世界戏水。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游客在三亚南山景区海边游玩。
本报记者 袁琛 特约记者 陈文武 摄

地址：海口市金盘路30号 邮编：570216 总值班：66810666 广告许可证：琼工商广字015号 广告部：66810888 发行部：66810999 海报集团新闻热线：966123 邮发代号：83—1 报费：每月45元 零售每份1.5元 昨天开印时间3时00分 印完：5时25分 海南日报印刷厂印刷

游天下

寻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