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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味

目前，海口、三亚、陵水、万宁等
地都推出了丰富的游艇游产品，游
客除了能乘游艇出海，欣赏海天一
色的美景外，还能体验形式多样的
海上娱乐项目，既有刺激好玩的海
上运动，也有能静心感受大海魅力
的浮潜、海钓等产品。

“如今游艇游不再局限于高端
消费市场，而是越来越被大众所接
受。在三亚，游客可以选择拼船或
者包船出海，沿途欣赏鸿洲游艇码
头、鹿回头景区、凤凰岛等，还可以
在相对静谧的海岸享受海上运动项
目，包括皮划艇、摩托艇、飞鱼、水上
飞龙、拖伞、游艇跳水等项目。”三亚
鸿洲国际游艇会副总经理胡笑铭
说。

此外，对于喜静不爱动的游客
来说，还可以搭乘游艇出海，体验深
海钓鱼、浮潜等项目。海南气候温
暖，拥有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鱼类
品种繁多，被称为“海钓天堂”。游
客可坐在游艇上，一边欣赏海景，一
边期待收获的喜悦，感受专享的出
海时光。

若还想更深入感受游艇出海的
魅力，享受畅游于广阔天地间的自
由，不少游艇旅游企业还推出了游
艇自驾体验产品，由专业教练指导
教学，学习游艇升帆、压舷、掌舵等
基本技能，让游客一起参与海上航
行。

游艇旅游“亲民化”，海上娱乐“艇好玩”

租游艇出海，约吗？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位于东方市八所镇的北黎村，一
直隐藏在沿海一隅。

到达北黎村并不难，从八所
镇的闹市区往市郊约莫走上 5
公里，随着导航提示，沿着一条
宽阔的水泥路深入，当看到路两
旁有陈旧斑驳的骑楼时，村子就
到了。

北黎村的骑楼如岁月老人屹
立在街路两旁。沿街走去，老楼比
比皆是。据考证，清道光年间，文
昌、琼山、临高和四更等地有些人
或捕鱼或经商，陆续聚居此处，落
籍北黎村。到了民国时期，这里逐
渐发展为市墟。北黎现存的旧骑
楼，多是落籍当地的文昌、琼山商
人修建。

据1996年出版的《东方县志》
记载：北黎，原名长兴，始建于汉
朝，居民为俚人（即今黎族人）。
隋大业三年（607年）感恩置县后，
它是感邑辖地最北边的一个村
庄。唐、宋后，由于俚和黎同音，
俚逐渐演化为黎，长兴村也更名
为北黎村。

史料显示，明代海南开通了环
岛的驿道，今人称为“环岛驿”，数百
年来，它是海岛最重要的交通动

脉。明代初期环岛驿道就设有北黎
铺。“五里一墟，十里一铺”，北黎铺
因人口往来流动量大，成为了商业、
手工业的繁荣之地。

如今，走进北黎老街，仿佛时光
倒流，通过这些独特、壮观、富有南
洋风格的建筑，可以想象，这里曾经
的繁华。

实际上，北黎村的光辉过往，离
不开北黎河。在古代，这个河畔的
村庄是海南西部一个重要渔港。明
代时，北黎港舟楫满港，是方圆几十
里的农副产品集散地。清代，北黎
周边沿海开始大兴盐田，更使此地

兴盛一时。后来因北黎河上游带来
的泥沙淤积，港地逐渐下移，港池
变浅，最终，北黎港被下游出海口
的墩头所替代。再加上抗战时期日
军为了掠夺石碌铁矿而修建了八所
港，更令北黎河的港口功能弱化。
1970年代，因为港口外围珊瑚礁被
滥采殆尽，失去天然屏障，海水上
浸近100米，于是墩头港面积亦逐
年缩小，1980年代后期起，港口内
仅能停泊渔船20余艘，外来船只极
少来此经商。时至今日，大家只知
道东方有八所港，北黎之名再鲜有
提起。

也因为这些纷繁复杂的历史
原因，北黎老街上的商铺逐渐向
外迁移，居住在这里的人们也纷
纷外出闯荡，久而久之，老街不复
当年的繁华盛景，渐渐地淡出人
们的视野。

然而，北黎村仍有值得被人们
探索的价值。在历史层面上，人们
读得出历史对北黎村的选择，在具
象的建筑物身上，北黎村也代表了
另外一个时代的存在。

北黎村老街的民居建筑与其他
的建筑完全不同，整条街道有很多
欧式风格的拱形门和罗马柱，这些
骑楼虽然破败不堪，但仍不失其古
朴沧桑的美感。北黎老街最显眼
处，有幢精美、高大的老洋楼，它原
是北黎的标志性建筑，被称为“北黎
第一楼”。

据村里老人介绍，此楼是文昌
籍颜姓祖先兴建的，颜氏因盐起
家，在北黎村开设过盐场。日军侵
琼后，看中了北黎的繁盛，强行征
用，此楼被日本公司占有，日本人
投降后，此楼曾作为政府的办公
楼。如今，“北黎第一楼”已破败不
堪，那些断壁残垣仿佛向世人倾诉
着老宅的深邃和变迁的历史。

村里的老人吴文丰说，早些
年，村里还有人打渔、晒盐。近几
年交通便利了，年轻人都外出务
工，老人们守着老村和那些不曾被
遗忘的故事。

■ 本报记者 李艳玫

每年，我都想去大理走走。对大理的喜爱，在于
醉人的“风花雪月”，也在于安逸的生活气息。在大
理，我感觉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在重新呼吸，整个人
神清气爽。

大理白族自治州地处云南省中部偏西，境内的
苍山、洱海、大理古城、崇圣寺三塔等景点最具代表
性。1962年，著名作家曹靖华游玩大理后，作诗“下
关风，上关花，下关风吹上关花；苍山雪，洱海月，洱
海月照苍山雪”，简称之“风花雪月”，这也成为了大
理的代言词。

苍山洱海的秀美风光

清楚地记得，初遇洱海，我就被洱海的蓝调所迷
醉，忍不住在朋友圈分享。“一个海南人，看到洱海还
这么激动？”一位朋友“嘲笑”我。但是也有不少朋友
询问：“这么美丽的地方是在哪里？”想必他们也被洱
海所吸引。

虽然被称为洱海，但是它实际上是淡水湖。相
比大海，洱海有相似之处，也有它的独特魅力。它们
相似于颜色，同样湛蓝无比；不同在于洱海少了层层
翻滚而来的海浪，多了些许静谧。

我们白天租一辆吉普车环洱海而行，环海公路
大约115公里，途中会经过几个主要的风景区。从
清晨出发到日落而归，我们看到了不同时间光影变
化的洱海：初日映照下微泛黄光，烈日照耀下波光粼
粼、夕阳渲染下蓝中透红……每一帧景色都独具魅
力，令人流连忘返。

晚上，我们选择在洱海边上一家民宿住下。这
家民宿很有特色，前朝洱海，背靠苍山，建筑有大片
的玻璃落地窗，足不出户就能饱览山湖美景。第二
天我们特地早起观看日出，一面是冉冉升起的太阳
与碧蓝清澈的洱海，另一面是壮阔威武的苍山，好一
幅壮丽的风光图。

苍山是云岭山脉南端的主峰，巍峨雄壮，与
洱海遥相呼应。乘坐缆车登苍山的过程，就如
同一幅自然画卷缓缓铺开呈现在眼前，随着海
拔增加，大理景象尽收眼底。

历史古城的古色古香

到大理游玩，古城是必须要去的。大理古城简
称叶榆，又称紫城，为1982年国务院公布的中国首
批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古城内街道纵横，交
错有致，是典型的棋盘式布局，保存有许多特色的
古建筑。

古城，可以说是历史的见证者，一砖一瓦中隐藏
着历史的痕迹。大理古城面积不大，无论是白天还
是夜晚，这里都很热闹。与白天古色古香的韵味不
同，夜晚的大理古城如同下班脱下西装的青年，无拘
无束，活力十足，各式风格的酒吧让古城变得灯红酒
绿，它又仿佛一个失意的诗人，与来自天南地北的游
客把酒言欢。

来自广东的小赵在大理生活快两年时间了，
她在大理古城内租了一间小房，卖自己设计的耳
环、手链等手工艺品。“我满意现在的生活状态，清
闲而舒适，收入虽然不高但是足够简单生活。”小
赵说。

喜洲古镇也值得一去，那里保留着许多白族
古老的建筑群。相比于大理古城，它的商业气息
没有那么浓烈，会让人不由自主地放慢脚步，感受
这座古城的魅力。喜洲古镇的街道并不宽敞，道
路两旁的墙壁上挂着各种样式的扎染，民族韵味
十足。

到喜洲古镇，还要尝尝喜洲粑粑，这是它最具代
表性的食物。喜洲粑粑的名字很有意思，与烤饼相
似，表皮酥脆，有甜、咸两个口味，甜的裹上玫瑰酱或
红豆泥，咸的则是肉馅。

东方北黎村：沧桑骑楼 老村记忆

去大理
追逐一场风花雪月

捞叶炒蜗牛：
风味独特口感佳
■ 本报记者 李艳玫

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流行
着以捞叶作为辅料制作而成的各式
菜肴，例如捞叶煎蛋、捞叶炒鸡、捞
叶排骨等，其中最特别的当属捞叶
炒蜗牛。“来保亭，一定要去尝尝捞
叶炒蜗牛，既特色又美味。”近日，保
亭的一位朋友向海南日报记者极力
推荐这道菜肴。

说起蜗牛，人们会第一时间与
法餐联系在一起，红酒焗蜗牛是代
表作。或许是因为法餐被赋予“优
雅、浪漫、精致”的称誉，蜗牛也被视
为高级食材。但在保亭，蜗牛成为
农家乐的主打菜肴，捞叶炒蜗牛是
最常见的做法。

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孕育出各
式各样的优质食材，辛勤劳作的人
们制作出独具特色的美味佳肴，捞
叶炒蜗牛亦是如此。在保亭，捞叶
是一种很常见的野菜，是全能的美
食“配角”，不仅味道佳而且具有许
多功效。气候湿润的保亭赋予了蜗
牛极佳的生长环境，林间草丛总能
觅见它们的影子。蜗牛肉含有多种
氨基酸和微量元素，被视为强身健
体的美味食品，具有清热、解毒、消
肿等作用。

捞叶炒蜗牛在菜色上算不上惊
艳，但口感绝佳。翻炒过的蜗牛肉
质鲜嫩而紧实，口感与螺肉相似，有
嚼劲，适合当作下酒菜。经翻炒后
的捞叶口感香脆，略带薄荷味清香，
刚好能去除蜗牛的荤腥，起到了解
腻的作用。有人说，只要有捞叶的
菜，总是那么清爽可口。

■ 本报记者 林诗婷

到海南旅游，什么最
吸引你？无论是为了放松
身心、享受假期，还是为了
开启一段充满神秘和惊喜
的探索旅程，浩瀚无际的
大海似乎都能满足出游者
各式各样的旅行目的。近
年来，邮轮游、游艇游、帆
船游等海上游项目层出不
穷，进一步丰富着游客的
玩海选择，为感受海南魅
力提供了多元视角。

今年以来，海南先后
出台多项措施，放宽游艇
旅游管制，包括开展临时
开放水域审批试点、发展
琼港澳游艇自由行等，省
交通厅还于日前编制了
《海南省游艇租赁管理办
法（征求意见稿）》，推进游
艇租赁市场规范化发展。
炎炎夏日，游客朋友不妨
选择乘游艇出海，开启一
次与大海的亲密接触之
旅！

作为国内热门的亲子游目的地，
今年暑期海南也推出了一系列亲子出
游、家庭出游产品，而随着游艇游日渐
大众化，越来越多的家长也开始尝试
带娃出海，体验乘风破浪的乐趣。

目前，有不少游艇旅游企业针对
亲子游市场推出了儿童游艇游产品，
孩子们除了能体验香蕉船、冲浪板、
水上玩具、魔毯等海上娱乐项目外，
还可以观赏海天飞龙表演，在游艇上
享受下午茶、甜品，并有专业摄影师
为亲子家庭拍摄小视频、亲子照等，
留下难忘的出海纪念。

同时，在游艇上，还有专业人士
为孩子进行海洋科普讲解，带领孩子
参加帆船出海体验课程，包括学习航
海知识、如何升帆掌舵等，让孩子在游
玩的同时，深入感受海洋文化与魅力，
鼓励孩子挑战自我，增长知识和阅历。

“海南气候适宜，目前游艇一天能发

13个班次，对于亲子家庭来说，出行时间

非常灵活且便利。乘船出海时，对小孩没

有年龄的限制，各个年龄段都可以参

与，这是我们今年暑期的热门产品。”海

南驴侣游旅行社

工作人员介

绍 说。

美丽海南，浪漫岛屿，因怡人风
光、唯美传说，每年有数以万计的新
人、情侣前来海南举办婚礼、蜜月旅
行和婚纱拍摄，为琼岛注入了更多
的甜蜜元素。

除了传统的蜜月旅行、海边婚
礼等产品，海南还有哪些婚礼旅游
路线？如今，乘船出海体验一次时
尚浪漫的游艇婚礼，在浩瀚大海中
与恋人感受乘风破浪的畅快，在海
天一色间许诺地久天长，也不失为
一种独特选择。

目前，海南有不少酒店与游艇
公司开展合作，推出多样化的游艇
婚礼套餐，为新人打造专属的“海上
回忆”。“海上婚礼产品套餐中，新人
及亲属可以享受游艇出海游，除了
体验海上观光、卡拉OK、深海垂钓
等项目外，我们还配备了专业的婚
礼策划师、摄影师、摄像师，并用气
球、鲜花等装饰游艇，在海上举行婚
礼仪式、幸福漂流瓶仪式等。”三亚
市婚庆旅游行业协会相关负责人
说。

此外，不少新人还会选择在游
艇上拍摄婚纱照，在观光美景的
同时，以生动影像记录甜蜜瞬
间。“婚纱照拍摄行程较紧，乘坐
游艇出海，在享受假期的同时，轻
松完成了拍摄，这样的旅拍产品
体验感特别好。”来自西安的游客
王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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