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逛石龙老街，陪妈妈办年货
骑楼、老街和老店
逛骑楼，老街和老店，其实就如同
一个发现宝库的过程。
老街上有间石龙特产李全和麦芽
糖店，麦芽糖、柚子皮是过年送礼的佳
品。也有间陶瓷店，比如过年时的碗、
盆都可以到这里换套新的。此外，还
有布料店、文房四宝店、电器店、毛巾
店、茶叶店，十分怀旧，货多又平价，逛
了都舍不得走出来。
实际上，中山路只是石龙老街的
一部分。石龙老街由几十条大大小小
的商业街组成，大多听名字就知道卖
的是什么，比如豆腐巷、麻糊巷、线香
街、皮糖街、弹花街、棉花街、布亭街、
竹器街等。
我们所要置办的年货，吃的、穿
的、用的、玩的、干的、
鲜的、
生的、
熟
的……在这几条街上都可以
找到。老街就如同巨
大的淘宝箱，逛一
逛，就从里面找
到想要的东西。
中山西路
出来，经过太平
路口往右一路
行走，会看到一
条古朴的老街
——
“竹器街”，
这里的竹器也

为了带大家找寻
年味，挑选更多年货
购买地，同事去了莞
城细村、去了虎门，记
者决定去趟石龙。
石龙，曾经是“广
东四大名镇（广州、佛
山、顺德陈村、石龙）”
之一，是东江流域和
粤港地区重要的商贸
重镇。作为东莞最繁
华的商业区之一，曾
留下了很多东莞人的
回 忆 。 现 在 ，地 铁 2
号线直达石龙，去这
里买年货，更是方便。
本报记者 钟晨/文
本报记者 蓝业佐/图

到中山路揾“年味”
石龙哪里新年氛围最浓
厚？当然是中山路啦。提及
这里，很多东莞人都知道。
石龙人习惯叫它“旧街”，
在这条位于石龙老城区的老
街上，处处都能看到岭南特色
的骑楼。在骑楼之下，隐藏着
众多历史悠久的老店，随便指
一个，开店已有一二十年。店
里卖的也是最传统的东西，一
到传统节日，大家都会自动来
这儿打卡。
现在，这里年味正浓。
我们由石龙文广中心的
工作人员林银尚陪同走入“旧
街”。灯笼高高地挂着，红彤
彤的格外惹眼；
“福”字铺天盖
地，一幅紧挨一幅 ；还
有 众 多 的 对 联 、中 国
结、挂件，把周围映衬
得一片红火。各种鼠
年的吉祥物、年画

也被摆在了显眼位置。随便
走入哪间店里，都是人来人
往。
新年来旧街办年货，早已
是石龙人的习惯。
“ 对联、门
贴、窗花、年画、红包都是过年
的必需品，我每年都来这里置
办。而且中山路既批发又零
售，价格比超市便宜多了，而
且种类齐全可选很多。好多
都喜欢，不知道选哪个好了。”
正挑选商品的黄女士说。
林银尚说，家里有需要的
物品首先考虑来这里购买，一
来是商品十分实惠，另外也是
照顾街坊生意。商家也极力
留住老街坊，让买卖变得十分
温情。在一家叫同兴春联批
发部的店里，老板娘一边收钱
一边告诉顾客，
“ 这个窗花可
以用湿毛巾黏一下贴上去，而
另一个需要胶水，送你一瓶胶
水，再送你几个红包，多谢帮

值得去买上一买。如竹椅、竹凳，做工
很是精细。
时不时看到一些“凉果店”，林银
尚说，这是几间开了十几二十年的店，
过来这里买年货的，肯定都是地道的
石龙人。进口零食、凉果以及传统的
年货小吃，就装在一个个透明的糖果
箱中，橡皮糖、青梅、葡萄干、番薯干、
橄榄、腌芒果、腌木瓜、姜片、鱿鱼须
等，
应有尽有。
街边的阿姨摆摊卖起了
“年花”
，
是
春节时祭神的供品，
被做成了
“蛋糕”
的
样子，
加上精致小巧的
“寿桃”
饼等，
吸引
了众多街坊停下来购买。
石龙人很重视对联，街道里石龙
本地人小陈在帮人写对联，按大小收
费，1.6 米的 20 元，1.8 米的 28 元，2.5
米的 50 元。林立尚告诉记者，这里还
有位 80 多岁写对联的老师傅，每年这
个时候都会出摊帮街坊写对联，在旧
街无人不晓，
几十年练就的技艺。
再一直走就到了石龙商贸市场，
这里的海鲜干货非常多。对于东莞人
来说，
海味是过年最不能错过的。
或者，再去到附近的沙头角综合
市场，也是石龙人最中意购物的地方
之 一 ，是 小 商 品 和 衣 服 的 推 荐 购 买
地。街口的华记，是很多石龙人购买
年货的热门选择地。

衬 。”大
家 也 习 惯 讲 价“ 便
宜 点 啦 ，我 买 多 一
些”，说说笑笑，一来一往间，
买卖于是也就成了。
有人说，现在网络那么发
达，办个年货动动手指就能买
齐了，没必要如原来一般跑来
跑去。但是实际上，来“旧街”
购物，就如同回到了以前，在
年末跟着妈妈出去办年货、买
新衣服的日子，那种全家热热
闹闹逛街备年货的温馨感觉，
是难以被网络所替代的。

边逛边游
遇见醒狮传承人
其实，边逛边游才是来石龙挑年
货的绝佳体验。
旧街之中，
有两间著名的百年老店。
太平路入口的德和兴醒狮店，这
是一家手工制作醒狮头、麒麟头的传
统工艺店。从 17 岁开始，郭润棠正
式跟父亲学习祖传醒狮头制作技艺，
拥有近 40 年醒狮头制作经验的他，
是石龙醒狮头制作技艺传承人、省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
“ 我们一家四代都从事这个制
作，全家四个兄弟姐妹都跟着父亲学
的制作技艺。”醒狮头制作完全靠
手工艺，用材讲究，一个狮头制作需
要一个星期左右。春节前后，正是
订货的旺季，郭润棠一边说话也没
有停下手里的活计。他的产品不限
于市内客户，连惠州、深圳、广州、香
港等地都有人慕名而来选购，甚至远
销国外。
同样作为东莞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新昌鼓店也在中山路。石龙新昌
鼓以精致细腻的手工制作闻名，工艺
繁琐。春节前后两个月正是售鼓的
高峰期，店里很忙。传承人叶浩和正
带着几个人，给一张客人预订的“灯
鼓”上涂漆上色，写字画花。这个高
度达到两米的“灯鼓”是用于添丁之
喜而用的。
如果来到这里，一定要去店里头
看看，店铺很小，
中间有台全铁铸造的
机器，
是用来蒙鼓皮用的，
每个铁钉都
极具历史。有兴趣的话，可以悄然立
旁观察，
感受古法制作的独有魅力。
除了玩，还有美食。在百花南路
的路口，有石龙人最中意的肥桃烧腊
店，还有知名的奇香菜馆。当然，一
边逛街一边试试那些莲子糖、冬瓜
糖、木瓜干等应节食品，
也是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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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

温泉大观园
首届醉美樱花节将启动

看花玩水赏民俗

本报讯 （记者 王红林）南昆山温泉大观园首届醉美樱
花·恐龙文化旅游节大年初一开幕，门票免费送。南昆山温
泉大观园为你定制了一场粉色浪漫的樱花视觉盛宴，更是市
民春节假期阖家游玩的好去处。
南昆山温泉大观园首届樱花·恐龙旅游节 1 月 25 日-1 月
31 日（即大年初一至初七）五大主题·畅玩大观园，醉美樱花
节、侏罗纪恐龙、萌宠动物园、风车童话园、复古油纸伞五大主
题给你不一样的感受。如侏罗纪恐龙，
将带你穿越时空，
重返侏
罗纪时代，
景区还原恐龙家族繁衍生息的场景，
解开有关恐龙的
种种谜团，
近距离接触恐龙，
亲身体验惊险刺激的恐龙世界。
春节期间，大观园花海占地面积近千亩，花事一场接着
一场，菜花正当时。最值得观赏的，就是那一望无际，金灿灿
的油菜花田，
乘着风游荡在油菜花田的春天里，
浪漫、诗意。

新春就要临近了，各大景区、公园早就已经准备好了
各种春节特供节目，只等着游客来，为你精彩呈现。各种
应季花卉和盆景，各色妖娆俏艳的奇花异草把节日装扮
得喜庆热闹、春意盎然。浓烈的“年味”、精心演绎的表
演，
还有出游的好心情，
似乎都在招呼着你。
盼望中的 7 天长假，在新春合家团聚之余，更应该趁
着假期到周边走走。本期给你推荐几处可以登山望远，
找乡野年味，品绿色美食，健步增寿的出游地。在迎来新
一年的美好心情中，
对自己说：新春快乐。
文/本报记者 王红林

广州年货展销会等你扫货
莽山王仙岭
冰雪樱花一点红

赏梅天露山
听泉寻梅 品青梅宴

3 日游，坐高铁，1.5 小时就
可以抵达冰雪世界，这恐怕是
离东莞最近的可以看到冰雪冬
天景观的地方了。春节去莽山
感受冬天，是比较可行的一种
选择，而且可以看到在微雪中
绽放的樱花。
冬天的茫茫林海更有一种
林海雪原的感觉。天台山的奇
峰、险崖蔚为壮观，是莽山山峰
雄伟奇险景观的荟萃之处和精
华所在，因酷似张家界，而被游
客称为湖南第二张家界，为莽
山最漂亮的景区，在潺潺溪流
的原始森林中穿行于峡谷林海
之间，让你真正深入大自然。
此行最大的看点是去王仙
岭风景区观赏冰雪樱花。景区
有各种樱花 3000 余棵，其中本
地樱花有近千棵，每年的 1 月份
开花。在冰雪中绽放出一抹微
红煞是好看。景区有着良好的
生态环境，
野生动植物资源十分
丰富，有水鹿、野猪、麂子、南方
红豆杉、伯乐树等，这一切注定
了这是一次难得的生态之旅。
旅游拐杖：
手 信 ：瑶 山 红 茶 、莽 山 苦
笋、
莽山香菇、
莽山蜂蜜
相关线路：莽山赏雪王仙
岭观冰雪樱花三日游 599 元

古道听泉寻梅，漫步在幽
深的峡谷、呼吸着深山的负离
子，听泉声、赏梅花，让你领略
不一样的赏梅之旅。另外，入
住金山温泉度假村，泡温泉怡
情养性，品尝特色青梅宴。还
有农家自酿青梅酒可以品尝。
天露山旅游区每年举行的
梅花节，持续到春节期间。天
露山景区内以及周边地域拥有
9000 多亩原生态梅林景致，每
逢严寒季节，雪白的梅花都会
迎寒而开，即便在烟雾缥缈的
深山之中也难以掩盖其迷人的
芳华。美丽的五朵花瓣象征快
乐、幸福、长寿、顺利、和平的五
福意义。届时你将在景区禅天
峡水景餐厅品尝青梅宴，一边
是无际的花海和葱郁的青山，
一边是特色青梅炆鸭、话梅猪
手 、紫 苏 蒸 山 坑 鱼 、胜 瓜 浸 双
丸，真是叹尽美食美景。
你可以安排去金山温泉度
假村，冬天身体泡在温泉中，闭
上眼睛，心无烦扰，让温泉浸透
肌肤，促使体内血液循环加快，
可驱走寒冷，消除疲劳。金山
度 假 村 水 木 清 华 、环 境 幽 雅 。
各种娱乐设施齐全，有球类、钓
鱼、单车，
可以充分休闲娱乐。
旅游拐杖：

■游客行走乡野感受民俗风情

美食 ：六 祖 罗 汉 斋 、山 坑
螺 、山 水 豆 腐 、青 梅 酒 、六 祖
素斋
特 产 ：新 兴 排 米 粉 、象 窝
茶、
新兴冲菜、
青梅

连州叹山水
光影湟川三峡 流连瑶族歌舞
在春节期间，名为“火树银
花湟川夜”的光影剧场全新亮
相，夜幕降临后，全长 6 公里的
湟川两岸，高科技的光、电、影、
声设备通过水幕电影、激光投
射等方式，为游客展示一幅幅
璀璨惊艳的山水画卷。
湟川三峡是国家 4A 级景
区，全长 20 多公里，分龙泉峡、
仙女和羊跳峡，两岸茂林修竹、
山花烂漫。沿江那极富特色的
小艇，两旁挂满虾笼的虾船和
小巧玲珑、撑起来敏捷如飞的
小竹排，会令你的摄影兴致大
发。白天的湟川波澜壮阔，夜
晚的湟川梦境凄迷。
龙潭客栈，作为湟川下游
的古渡口，小镇延续了千百年

新华社图

来唐宋的遗风。龙潭瑶族文化
园的“耍歌堂”春节期间将上演
传统的长鼓舞、臼米舞、布袋木
狮舞；篝火竹竿舞是整个演出
的高潮部分，游客也可投身到
竹竿阵中，
尽情参与。
除夕夜，天下第一长鼓将
在龙潭举行“开鼓大典”，长鼓
直径 1.5 米，长 6 米，鼓声可以传
递 25 公里，需 13 人分工协作才
能演奏。
旅游拐杖：
美食：连州市沿江路有条
“特色美食街”，有小吃档 30 多
家，绵延达 2 公里，比较有代表
性的连州美食有星子牛肉面、
沙坊粉、
水角、
花肠等。

盘龙峡
看溪流瀑布 泡薰衣草温泉
盘龙峡三大瀑布奇观 ：奇
趣水车群、薰衣草园，以及“皇
帝金汤”养颜温泉池，都值得体
验。春节期间在山间行走，森
林呼吸，
感受新春的勃发生机。
森林主题度假区盘龙峡景

区拥有近 2 万亩原始森林，旅游
项目有峡谷栈道观光、瀑布观
光、全国最大的水车群等。沿
着蜿蜒曲折的石径进入狭长而
深邃的盘龙峡谷，沿途小桥流
水，大小瀑布飞挂，令游人流连
忘返。
在景区还可体验“皇帝金
汤温泉”。这里引入的是饱含
锂、锶、锌等 30 多种有机矿物质
的矿泉水。这个森林水疗 SPA
王国掩映在一片青葱的花木
中，30 多个特色不同的温矿泉
水池散落其间。而散布着淡淡
花香的薰衣草池，让你泡上一
个美美的“美容浴”。想追求舒
适的游客可以选择入住景区内
的度假酒店：盘龙天堂酒店或
薰衣园内的小木屋，过一个丛
林中的低调奢华、与众不同的
假期。
旅游拐杖：
娱 乐 ：森 林 温 矿 泉 118
元/人
特产：竹炭制品、肇庆特色
裹蒸粽

本报讯 （记者 王红林）快过年了，年货清单上还缺哪些
没买？年前扫货带出游是很好选择。从即日起至 1 月 20 日
第十五届广州年货展销会在琶洲保利世贸博览馆举办，现在
的现场已是“人山人海”。零食、生鲜、干货、服饰、家居，应有
尽有、琳琅满目，
你的年货清单可以被这个展销会承包。
比如港澳台休闲食品展区有港澳台地方特产、休闲食
品、礼品礼盒、酒水饮料、糖果、烘焙食品等东西；国际/肉制品
展区有进口食品、葡萄酒、饮料、营养品、保健品、乳制品、肉
制品、咖啡等东西；而绿色农产品展区的水果生鲜、粮油、茶
叶、海产品、肉制品、绿色生态农产品很受欢迎。干货展区有
佛跳墙礼盒、燕窝、花胶、鱼胶、海产品、特色干货、干果炒货
等东西。此外，还有本地老字号品牌餐饮、特色连锁饮品、国
内知名连锁品牌餐饮等。

花城春节景区给你8折门票福利
本报讯 （记者 王红林）门票 8 折优惠。新春期间广州各
大景区推出精彩活动，同时还有票价优惠。每年的春节期
间，云台花园都会举办大型的郁金香花展。花展还会通过用
中式小品、花境、花带、花艺创作等表现手法来展示郁金香的
美态。门票价格 8 折优惠。
余荫山房将举办“余荫灼华”簕杜鹃盆景展、
“古韵兰香”
精品兰花展、
“财神”到、舞狮等新春民俗活动；南沙湿地将会
举办岭南民俗文化节，项目包括木偶戏、粤剧脸谱展示、葵
艺、剪纸、广绣展示、龙舟说唱；南海神庙将通过展览介绍黄
埔区民间文学、音乐、手工技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黄埔
文化基因。
番禺莲花山春节期间，莲花山上有书法家现场挥毫，送
“福”；全家福拍摄；舞龙舞狮、文艺节目表演等。石门国家森
林公园将会举办观赏油菜花、兰花以及动物主题立体花坛等
活动。白水寨春节期间，白水寨风景名胜区将会举办丰富多
彩的吃喝玩乐民俗表演等主题活动，以上景区春节期间门票
全部打 8 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