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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夏季来临时! 海口骑楼小吃
街鸡皇鲍翅参燕档口所卖的木瓜雪杏
很畅销" 在炎炎夏日!吃上一块冰爽的
木瓜雪杏既能消暑又能美白! 来海口
骑楼小吃街的市民大多喜欢买一份木
瓜雪杏作为饭后甜点! 而到了晚上这
里的木瓜雪杏基本都卖完了"

每一块木瓜雪杏! 在黄色的木瓜
上都凝结着雪白的果冻状物品! 看起
来非常诱人!口感更佳" 据档口师傅介
绍! 他们在掏空的木瓜里加入椰奶和
纯牛奶等!放在冰箱里冻着!冻好后拿
出来后再切开!尝一口!柔韧的弹力与
木瓜的柔软触感交杂!入口冰爽怡人"

据记者了解!在夏天生意最好时!

该档口每天能卖出!""个左右的木瓜
雪杏!因为口感冰冰凉凉!吃起来又爽
口!木瓜雪杏成了市民消暑的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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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像杨威与杨云一样在天涯海
角见证自己的真爱吗%你想循着世界
小姐总决赛世姐们的足迹寻找爱情
吗%你想到槟榔谷亲眼目睹原汁原味
的黎族婚礼吗%那就请你拿起手中的
电话!拨打##$!"%%&&##$!"%%#报名!

就可实现这些愿望' !'(!$日!本报
南国情缘俱乐部)爱在旅途(((单身
男女交友休闲游*走进三亚' 现向社
会诚邀!(对单身男女自驾+

$%&'

()*+

$走进天涯海角,槟榔谷!体
验纯正的南国风情!趴在星座酒店温
馨的席梦思上写一封情书给未来的
另一半"

)爱你到天涯海角! 陪你到天荒
地老*&)结发为夫妻! 相爱永不疑*

--每年三亚国际婚庆节!来自国内
外的佳丽面对宽广碧蓝的大海!朝向
象征美满爱情的日月石向自己的爱
人说出爱的宣言& 立下海誓山盟&印
上爱情手印& 共同宣誓对爱的忠贞"

截至目前!天涯海角已经举办了!(届
国际婚庆节!再加上%""$北京奥运火
炬境内首传和庆典晚会的举行&世界
小姐总决赛巡游等!天涯海角已经实
现了厚重文化与浪漫&时尚的完美结
合!充分彰显着天涯海角作为中国的
爱情圣地在国人心中的特殊意义和
无穷魅力" 为此!景区还筹建爱情广

场&爱情殿堂&玫瑰花园&爱情文化长
廊&天涯浪漫客栈--以后!这里将
会为情侣们举办浪漫&充满个性的婚
礼提供无限的创意空间" &月!'日!本
报)爱在旅途(((单身男女交友休闲
游* 到达三亚后!!(对单身男女就是
到天涯海角寻找爱情!希望能有一天
像杨威与杨云一样在天涯海角见证
自己的真爱"

虽然生活&工作在海南!但相信
不少人并不了解海南本土文化!为
此!本次活动特地安排保亭甘什岭自
然保护区之旅"槟榔谷是真正意义上
海南本土文化的聚集地!它具有原汁
原味的)海南味*" 纹脸&纹身是黎族

至今保存最古老的文化遗迹!被誉为
)人体艺术的敦煌壁画*"拉龟&射箭&

荡秋千&挑山栏过河&过独木桥等体
育项目!鼻箫&椰乌&吹树叶等乐器表
演!唱歌&跳竹竿舞等娱乐项目!射鱼&

贵屋等生活方式! 织锦等手工技能无
不体现了浓郁的少数民族风情"&月!$

日上午!!(对单身男女将走进被称为
海南最丰富&最权威&最灵动&最纯正
的民族文化)活体*博物馆的槟榔谷!

看一下原汁原味的黎族婚礼--

现向社会公开征集!(对单身男
女!自驾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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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
到天涯海角&槟榔谷寻找爱情" 报名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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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着衣柜里一排排的职业装是
否觉得单调&沉闷% 如今的职场越来越
多地融入了人性化元素!其中饰品就是
一个给力的元素"珍珠素有)珠宝皇后*

的美称!圆润柔和!衬托女性的高雅气
质!符合)*低调优雅的追求"

但是如何搭配才能不呆板呢% 别
犯难. 告诉你几条最实用的佩戴守则!

绝对能迅速提高你的生活品味与着装
智慧'

-./! 选择有设计感的长款衬
衫!搭配上宽下窄的九分裤!穿高跟鞋
的时候能露出脚踝!为时下最流行的穿
法' 而后!选择珍珠腰带!别在腰间!立
马就可把美女气质凸显出来了'

-.0!秋冬时节!)*通常会穿一
件高领毛衣' 此时!可以选择+!,-的串
珠链!垂下来的长度刚好在胸部中间!

缠一圈或两圈打造成时尚的衣领型!就
能营造很好的层次感!亦可在领口处或
是胸部上方打一个结!眼下这种有点复
古的元素正成为一种时尚'

-.)!如何把白衬衫穿得更有女
人味% 柔软的真丝质地是首选!搭配花
苞及膝裙!宽松的剪裁恰到好处地修饰
不完美曲线' 搭上一条珠子大小合脸
型的珍珠!将是画龙点睛'

-.1!大多数人偏向于穿黑色的
西装外套!它过于沉重' 其实!可以选
择颜色柔和的西装外套! 内搭.领背
心!倍能体现女性的柔美' 此时!搭上
一条气质匹配的珍珠吊坠!定能给个人
品位加分'

看完这四招!你着装时就能发掘出
珍珠圆润高贵的外表下最时尚的精神'

当然!选择一条有品质,合乎气质的珍
珠项链是关键' 海南美裕国际珍珠城!

珍珠首饰品种齐全!质量有保证!是您
选购珍珠首饰的好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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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首歌是这么唱的0我能想到
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11一对白发苍苍的老夫妻以实际
行动诠释了什么是)最浪漫*'他们俩
结伴游定安时!专程到那棵很有名的
)爱情树*下合了个影'

当地村民说!数百年前!元朝太
子图帖睦尔被流放至此!曾与当地姑
娘青梅在定安一棵榕树下约会'图帖
睦尔回京登上帝位后!后人就将此树
称为)爱情树*' 一直到今天!当地村
民依然保持着一种习惯!男女青年在
结婚之前都会来到树下! 山盟海誓!

在树上结上象征爱情的信物!以表终
身相爱,白头偕老,儿孙满堂之意'

今年#+岁的袁老先生和#$岁的罗
老太太于!+#'年结婚! 生育了两个儿
子!都在成都工作' 老俩口退休之后!

过上了潇洒的)候鸟*生活' 每年!"月
之后!他俩就从成都往海南)飞*!过完
春节!天气变暖之后!再从海南)飞*回
成都' )海南这边不仅气候好!风景也
好! 在海南真应了 2乐不思蜀3 那句
话'*袁老先生说!在城市生活久了!特
别想去农村看看! 感受一下这边的风
土人情'前几天!他在南国都市报上看
到去定安)百里百村*旅游的消息后!

他俩立刻打电话报了名'

这对老夫妻已经在一起共同生
活了/(年!他们俩行动特别默契' 走
路遇到坡坎!立刻会彼此搀扶4哪会
儿看不到老伴的身影! 立刻回头寻
找'没事时!老俩口喜欢说说笑话,斗
斗嘴皮!感觉特别温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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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是农历二月十八! 恰逢
定安龙河镇茶根村举办公期民俗活
动' 数十名自驾游读者兵分几路!被
安排进当地农户越国花, 王信道,陈
兴学,陈兴教等家吃饭!体验农家生
活'参与本次自驾游活动的本报热心
读者王先生一行被安排进茶根村老
王家吃饭!当地农民的淳朴和真诚让
王先生等人深深感动'

老王家的新房对着马路!刚粉刷
过的墙壁雪白雪白的! 屋后有洗手
间!功能很齐全'客人刚一落座!老王
先端出几盘糯米糕给客人垫肚子!这
是一种糯米做成的年糕!里面包着花
生和芝麻馅! 外面用椰叶裹成扁圆
型!巴掌大小!粘粘软软!散发出一种
若有若无的香味'

在定安一带! 大家逢年过节喜欢
吃火锅!当地人称)打边炉*'客人们围
炉而坐!边吃边聊!快意得很' 菜真丰
盛啊!有鸡肉,鹅肉,羊肉11老王还
端出满满一菜篮的南瓜花供客人 )打

边炉*' )鸡和鹅都是自家养的!今天专
门杀了几只来招待客人! 南瓜花是刚
从地里摘的' *老王憨厚地笑着说'

)鸡肉真香啊!春节前我在海口想买
几只农家鸡过年打火锅吃! 转了好几个
菜市场都买不到'没想到今天吃到了' *

王先生说!参加这次活动真有口福'

菜饱饭足之后! 老王又追上客
人! 给每人递上一袋极新鲜的糯米
糕' 大家都乐了!真是)吃不完兜着
走*啊'在返回海口途中!众车友一再
要求记者在写稿子的时候!一定要向
热情的茶根村乡亲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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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参与乡村公期民俗活动!是
这次自驾游活动的重头戏'

据介绍!)公期*是海南一种民俗
文化活动!春节过后!定安县家家户
户供奉公祖!各村还有各种各样的活
动' 除了能大吃一顿!还能看到很多
表演'近几年!定安县委,县政府围绕
建设国际旅游岛办文化活动!在各地
)公期*期间!积极发动群众组织举行
民间)八音*比赛,男子+人排球赛,琼
剧汇演,科技下乡,槟榔会,黑猪品尝
会等健康向上的群众趣味欢乐活动!

将)公期*打造成具有定安民间特色
的文化节! 树文明新风! 过文明,健
康,有益的)公期*'

震耳欲聋的鞭炮炸出满地红屑!

碗口般粗大的香烛点燃了! 鸡, 鸭,

鹅,牛,羊等祭品摆齐了!村民欢呼
着! 一条金龙在鞭炮声中旋转着,舞
动着11有一些来自内地的读者!第
一次观看公期表演!视觉感受到了极
大的震撼! 他们手捧相机不停拍摄!

生怕漏过每一个宝贵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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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者从推进儋州旅游产业发
展旅行社座谈会获悉!今年!儋州将
狠抓旅游交通基础设施!加快旅游基
础服务设施的建设和改善!高标准规
划建设东坡文化旅游区,松涛旅游度
假区和火山海岸滨海旅游区' 其中!

备受关注的东坡文化旅游区将于今
年'月份开工建设! 计划至%"!/年完
成第一期工程建设!并对游客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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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东坡文化旅游区旅游公

路在今年下半年将开工建设! 南丰0

蓝洋的旅游公路!西环高速铁路和洋
浦0儋州0万宁高速公路也即将于今
年内动工建设!儋州机场筹备建设有
力推进! 洋浦0白马井跨海大桥及大
桥到西线高速公路白马井出口的南
连接线即将建设完工'上述项目全部
完工后!儋州的交通将形成对内大循
环,对外大开放的大交通格局!为旅
游业的加快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同时!近年来儋州也正在加快旅
游基础服务设施的建设和改善'在蓝
洋温泉旅游度假区!按五星标准建设

的凤凰谷5康帝和蓝洋仙居两家高星
级温泉度假酒店已开工建设4由海航
集团投资在那大建设的儋州迎宾馆
也将在今年底建成' 届时!儋州旅游
接待高端客房将增加!%""个房间以
上!床位达到%%""个以上!旅游接待
档次将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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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受关注的东坡文化旅游区!是
全省十七个重点开发建设的旅游景
区之一' 该项目将于今年'月份开工
建设!计划至%"!/年)五5一*节前完

成第一期工程建设!并对游客开放'

未来五年!儋州将按照构建)一
带,双中心,三大片区*的儋州旅游新
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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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成新兴旅游目的地和海南西部
游客集散中心' %"!#年!儋州接待过
夜游客预计将翻三番! 超过!("万人
次!旅游总收入达到!&1(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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