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线路一：天上什寒线
旅游线路：琼中营根镇（百花

岭景区）—红毛镇白沙起义纪念园
—共建村（革命老村）—五指山观
景亭—什寒黎苗山寨

●线路二：金妙朗线
旅途线路：木色湖—白鹭湖—

金妙朗（村落民俗）—湾岭（电饭煲
鸡）—营根镇（百花岭景区）—琼中
峡漂流

●线路三：水满茶旅漂流线
旅途线路：水满乡（有机生态

茶园）—五指山热带雨林景区—黎
峒文化园—大峡谷漂流

●线路四：牙胡梯田线
旅途线路：五指山革命根据地

纪念园—牙胡梯田—阿陀岭国家
森林公园—海南民族博物馆

●线路五：九架岭登山探险线
旅游线路：九架岭（观云海览

山城）—仙婆岭（美女峰热带雨
林）—南高岭桫椤群—白沙陨石坑
探险寻宝

●线路六：田园罗帅线
旅游线路：白沙陨石坑（探天坑

品绿茶）—上游松涛（坐游艇、享垂
钓、尝鳙鱼）—那吉跑马场（骑马射
箭）—罗帅天涯驿站（体验田园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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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天下

出行服务站

燥热不安的暑夏午后，若能有
一处静谧幽深的森林，大概会让人
顿生归隐山林的冲动。

从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县城进
入百花岭原始雨林区，不过7公里
的距离，颇有“大隐隐于市”之感。

转过几道山坳，登上百花岭观
瀑亭，迎面的是山腰间的瀑布，似来
自天外的白练，呈三级跌宕泻下，在
白肤潭中激起片片白雾，潭边的人
们却不躲，任水花溅在身上，肆意收
获大自然馈赠的清凉。

钻进林荫深处，耸入云天的大
树将阳光彻底隔绝在外，无处可逃
的水蒸气在树叶上遇冷重新凝结，
不断积蓄后又变成水珠重新滴落
下来，打在野芭蕉叶上发出下雨般
的“哒哒”轻响。当热带雨林的潮
湿气息与山涧蒸腾的水汽云雾齐
齐袭来，气温较山脚骤降了七八摄
氏度，此时张开双臂与青山绿水相
拥才是正解。

群山起伏的中部山区，处处盈
透的绿意给人以清凉的遐思。地跨
白沙、琼中、五指山、乐东与昌江五
市县交界处的海南鹦哥岭自然保护
区，拥有我国整片面积最大的热带
雨林，同样是一个避暑的好去处。

沿蜿蜒山路向前，两侧的树木大
都茂密、古老，有的直耸入云，有的倾
斜而长，巨大的树冠遮住骄阳，仅有
徐徐清风穿林而来。登上1811米的
鹦哥嘴峰俯瞰远方，缭绕的雾气在山
谷之间不断涌动，顿觉云从脚下生，
人在空中游。夏日的毒辣阳光，在这
里却骤然收敛了许多，不远处潺潺流
水带来的丝丝清凉，更让人甘如闲
云野鹤般栖息在此。

六月的海南，已经进入了炎热的状态。对于城市里脚步匆匆的人们来说，有关
夏天的记忆似乎只剩下黏稠的汗水、炙闷的空气与离不开的空调房。

你会不会突然怀念起儿时的夏日？裹挟在鹦哥岭的草木清风里，扑通一声扎
进百花岭上的溪涧，氤氲在峡谷漂流的湿润水汽中，抑或是去水满乡品一杯香茗
……探访海南中部山区，满目苍翠让人恍然如走进童年鲜活的记忆，山林乡间且歌
且行，盛夏的暑热不知不觉间便消散得不见踪迹。

■ 本报记者 李梦瑶

滚滚而来的热浪让不少人的胃
口“一蹶不振”，暑气熏蒸的冗长夏
日里，如何唤醒倦怠的味蕾？不如
试着抛开城里饭店的浓油赤酱，来
乡野山林寻觅一番原始质朴的美
味。

隐匿在琼中湾岭镇墟的海山
岛饭店是一家超过二十年历史的
老字号，不太起眼的店面里有着一
道令人垂涎三尺的招牌菜：电饭煲
鸡。入店，一阵腾腾热气带着浓浓
的油蒜香味扑面而来，掀开电饭煲
锅盖，黄澄澄的肥鸡正浸在焦黄的
蒜蓉油里。经过电饭煲内近一个
小时的反复焗炙，细嫩的鸡皮被炸

得金黄香脆，再淋上裹挟焦黄蒜蓉
的蘸料，当嫩滑的鸡肉触及舌尖的
那一刻，食客们的味蕾被完全征
服。

要想荤素搭配，再来几道五指
山野菜才够尽兴。产自五指山腹
地的树仔菜，被当地黎族苗族同胞
取其嫩梢为菜，无论炒食、煮食或
凉拌，皆有一番风味；味辛性温的
蒌叶（假蒟），常用于煎蛋、熬汤、干
煸肉类，尤其煎蛋堪称一绝；烹煮
新鲜鱼虾或肉骨时，“最佳拍档”定
非清热袪湿的雷公根莫属……

聚居在深山的黎族同胞从大自
然采集食物做成各种新鲜菜肴，也
摸索出种种制作技艺奇特的神秘美
食。

俗称为“酸鱼酸肉”的鱼茶、肉
茶，多年来一直被白沙地区的黎
族、苗族群众奉为待客上品。揭开
封藏鱼茶肉茶的瓶盖，一股酸怪味
道扑面而来，细嚼慢咽间顿感味酸
且微咸，但食物甘香可口，再多嚼
几口咽下时，味蕾已是大开。

■ 本报记者 林诗婷

炎炎夏日，又到踏浪戏水、畅游
大海感受清凉的好季节。对于在夏
季去海边戏水的游客来说，放飞自我
还需要综合考量身体状态、游泳技
能、安全防护、科学避暑等诸多因素，
为开启舒心、安心的玩海之旅加道

“安全锁”。

下海游泳准备要做足

去海边游玩，需要做好哪些准备
工作？无论在海上还是沙滩都较为
空旷，缺乏遮阳场所，紫外线较高，事
先做好防晒工作非常重要。

在着装方面，建议不要穿着太短
的游泳衣，避免强烈的阳光把皮肤晒
黑和晒伤，若不入海游泳，可以披上
宽松舒适的防晒服，同时备上遮阳
帽、遮阳伞、墨镜等。下海游泳前半
小时，可全身涂抹好防晒霜，做足防
晒功课。

“在海边游泳，一定要穿鲜艳的游
泳衣，若是发生危险，我们可以根据游
泳衣的颜色来测定所在的方位，让救
援更及时、准确、有效率。”来自三亚银
泰阳光度假酒店的救生员王朝慧说。

此外，游泳时要先了解潮汐、水
温等情况，海浪太大或遇到大雾、雷
雨天气都不宜下海。入海时，还要预
先做准备活动，在岸上进行拉伸运动
等，入水前轻微活动全身各关节，以
防游泳时腿脚抽筋。

舒心游泳切忌高强度

在海边游泳，选择合适的游泳区

域对保证安全也很关键。在非游泳
区，通常会有一些暗礁、淤泥，在这样
的地方游泳，有可能会导致意外事故
的发生。“游客应到安全区域游泳，海
南的公共海域大多会设立警告牌，提
醒游客能否在此海域游泳，在安全区
域还会划定专门的游玩区域，并在岸
上设置救生员工作点，保证游客安
全。”王朝慧说。

对于难有机会看见大海的内陆

游客来说，初次下海游泳难免会格外
兴奋，常常在海里一待就是数小时，
游泳对体力消耗较大，在畅快“玩玩
玩”的同时还应注意休息，切忌高强
度玩海，以免体力不支带来安全隐
患。“在水中停留过久，皮肤会出现鸡
皮疙瘩和寒颤现象，这时应及时出
水，游泳持续时间一般不应超过1.5
至2小时。”海南省游泳救生协会教练
陈明果说。

此外，入海游泳还有多项禁忌
不容忽视。其中，饭前饭后不宜游
泳，空腹游泳易发生头昏乏力等意
外情况，饱腹游泳易产生胃痉挛，甚
至呕吐、腹痛等现象；剧烈运动后不
宜游泳，会使心脏加重负担；患有高
血压患者、心脏病、中耳炎、眼结膜
炎或皮肤病的游客，也不宜入海游
泳。

“酒后也不宜游泳，会使体内储
备的葡萄糖大量消耗而出现低血糖
状况。此外，酒精能抑制肝脏的正常
生理功能，妨碍体内葡萄糖转化及储
备，易发生意外。”陈明果说。

玩海结束洗澡有讲究

下海游泳会消耗大量的能量，

产生饥饿感，但玩海结束最好不要
立即进食，因为容易加重胃肠道等
消化器官的负担，出现消化不良等
症状。

还有一些游客在下海游泳的过
程中，被海中的生物如水母等咬伤，
皮肤有可能会出现红肿、疼痛、瘙痒
等症状，发生这种情况也别紧张，可
以先用海水清洗局部伤口，再到附近
医院进行处理。

玩海后洗澡也有不少讲究。“比
如，游泳后不要忘记刷牙漱口。人们
游泳时，海水常会进入口腔，如果不
及时清洁口腔，海水的病菌就会进入
胃肠道，易给身体带来不适。”陈明果
说。

同时，入海游泳时，病菌也很容
易残留在皮肤上、头发里，游玩结
束需要认真清洗皮肤、头发，洗浴
结束后最好涂保湿性较强的润肤
乳、护发素，减轻海水对皮肤的影
响。

“如若耳部进水，可采用‘同侧
跳’的方式将水排出。之后，再做
放松体操及肢体按摩，或在日光下
小憩 15 至 20 分钟，以避免肌群僵
化和疲劳，全身心放松才能更好地
体会到游泳的乐趣。”陈明果说。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孟夏时节的泰山，一丝不易察觉的凉意里，透
露着旺盛的生命力。泰山，已被季节染成了青翠
色。

一个深夜，我来到泰山脚下，准备要拾级而
上，登上泰山之巅。

登山的游人并不多，但登山的台阶已被多年
来慕名登山的步伐打磨得光滑。选择在夜里登
泰山，是冲着泰山的日出而去。高度超过1500
米的泰山，山顶常年被云海笼罩，一年里有超过
三分之二的时候云深不见日，因而登泰山看日出
是一个碰运气的体力运动。

属于山里的夜，安静极了。只有登山杖敲打
在石阶上的脆响，和细微而零碎的说话声。山脚
下的树枝还未长满新叶，透过光秃的枝丫，一轮
明月高挂天边，满天清辉。而正是这样的静谧，
让登山的人们，不舍得大声说话，去打破这宁
静。这是晴朗的夜晚，或许能见到日出，我心里
这样想。

夜色中，去了解泰山的自然景致还要靠听，
不时有溪水淙淙，也有飞鸟欢鸣。借着月光，巨
石、奇峰、山门、碑林、石刻、庙宇悉数出现在眼
前，依稀能辨得出上面的文字。泰山是一座自然
山，亦是宗教山、文化山、民俗山。自然与人文的
融合，让泰山成为了一座“天人合一”思想的寄托
之地。

先缓后急，是泰山石阶的最大特点，要说高
险，泰山比不上华山；要说陡峻，泰山比不上嵩
山；但要说气势磅礴，泰山自当仁不让。泰山十
八盘沿着山的走势蜿蜒而上，是泰山古建筑充分
利用地理环境，以人工之力突出和美化自然环境
的典范。

十八盘悬挂在山间，两山崖壁如削去了一
块，陡峭的盘路镶嵌其中，远远望去，恰似天门
云梯。身体分泌的乳酸让登山的步子越来越沉
重，一直重复同样的登山动作，身体愈加酸痛，
却一级又一级望不到尽头。每前行一步，内心
都充满绝望与希望。抬头望天，是真正的“天向
隙中观”。

随着地势越高，气温越来越低，山脚下温柔
而清爽的山风，到了山顶上就换了一副张牙舞
爪的模样——冰冷、呼啸而来，低吼、绝尘而去，
没有半丝柔情，但登泰山最糟的体验也就止于
此了。

在泰山顶上的观景台，远远可见泰安小城
的夜色，黑暗里，一条条灯光带是城市的属
性，昏黄而温暖，透着舒适和安逸。紧接着，
天色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拉开了泰山之巅美
景的序幕。

小城的夜色逐渐被弥漫的云气笼罩，在朝旭
未露前，宛似无量数厚毳长绒的绵羊，交颈接背，
卷耳与弯角都依稀辨认得出。天色渐亮，云层越
来越厚，青灰色的天空透露着不易察觉的橙黄
——太阳出来了，却刺不破云海。

太阳和云的较量没有停下，瞬息万变的时光
中，苍白的天空被大风卷过，天色渐渐柔和而灿
烂。一转眼，天已经大亮，云也终渐散去，天朗气
清，光明普照，新的一天开始了。

这时再去回看走过的路，十八盘似乎也并没
有那么陡峭，身上的酸痛也如山顶的浮云一般，随
着风就散去了。

给玩海之旅加道“安全锁”

登泰山：

天向隙中观
云在脚下罩

燥热不安的暑夏午后，日子也
变得冗长难熬。原本想着出门找
点乐子，一阵阵扑面而来的热浪总
能让人萌生退意。早在800多年
前，机智的陆游就已看穿一切，抢
先开启乡村度假模式——“城市方
炎热，村墟乃尔凉。”

在琼中，几乎所有的村庄都掩
映在青山绿水中，而隐藏得最彻底
的当属海拔 800 多米的什寒村。
仅一个“寒”字，便可知晓这是个不
可多得的避暑胜地。在这里什么
都不用做，一层层冰凉的水雾便会
拍打在肌肤上，让人有种说不出的
舒爽。

弯弯曲曲的村道旁，聚居着不
过百户的黎族和苗族人家。随意
敲开一扇门，热情的主人定邀你进
屋嘬上一口山栏酒。酒酣饭饱后，
随意寻处老树浓荫下的吊床躺着，
闭着眼，似有若无地摇动蒲扇，仿
佛缓缓摇落了一个个闷热难挨的
夏日。

翻过几个山头，坐落在五指山
脚下的水满乡同样是天赐“凉”机。
寻一处黎族风情浓郁的民宿住下，
懒懒散散地窝在顶楼露天阳台的躺
椅上，看着远处青山连绵、云雾弥
漫，近处葱郁绿地间偶有水波荡漾，
辽阔无边的山水风光尽收眼底。

不想换个地方继续“宅”？大
可钻进一片冒着新绿的茶园，同茶
农一起穿梭在垄垄茶树间，将嫩绿
而饱满的芽尖装满竹篮。采摘归
来，于茶园浓荫处泡上一壶茶，观
杯中茶芽遇水直立、上下沉浮，慢
慢地舒展叶片，溢出清香，浮躁的
心情自然也渐渐平复下来。

热得无处可躲的盛夏，没有什
么是一场水上狂欢解决不了的。

随着气温攀升，位于琼中和平
镇合口村的琼中峡漂流景区越来
越热闹了。虽然漂流区全程仅3.8
公里，却有着13处落差不同的激流
点，且水流节奏与间隔时长都十分
适宜。皮划艇沿着万泉河水蜿蜒
而下，时而湍急如梭，时而舒缓惬
意，当穿过急流、怪滩、险弯时，一
身暑气与烦恼早已在咆哮的湍流
中灰飞烟灭。

来到这里，自然不能错过空中
玻璃漂流。当皮划艇从全长350米
的玻璃滑道极速驶过，无缝对接
3800米峡谷河道时，绝对能引起一
阵阵的欢呼与尖叫声。

若是还觉得不过瘾，去往五指
山热带雨林腹地的大峡谷漂流，定
能开启另一段兼具速度与激情的
体验。

经过千万年的山体运动和风
雨冲刷，从五指山第一峰至雅宾草
地，形成一条纵深上千米的大峡
谷。峡谷幽深，水流湍急，共有大
小落差80多个，其中最大落差80
米，最深水位8米，最斜水坡45度，
最急流速每秒5至8米，大小呈“S”
型河流段达100多个。

要是心脏够强，长约6公里的
“勇士探险漂”绝不能错过。沿着
热带雨林、奇峰、瀑布与绝壁激流
勇进，船行其间忽左忽右，尤其当
途经最大落差达4米的河道时，瞬
间产生的失重感、水花带来的湿
身感、皮划艇与石头相遇的撞击
感一并袭来，唯有放声尖叫才够
畅快。

跋山 热带雨林享清凉 戏水 峡谷漂流正当时 宿村 绿树荫浓夏日长

乡野山林寻美味

探访海南中部山区避暑好去处

海岛腹地浓荫长
悠然消暑觅清凉
■ 本报记者 李梦瑶

泰山云海。本报记者 刘梦晓 摄

五指山漂流。

“清凉”线路

三亚大东海，游客在海边休闲玩乐。本报记者 张杰 摄

百花岭雨林文化旅游区内的
百年古榕树。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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