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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欲建百個營地 體驗「美式移動」生活
說到露營車（
說到露營車
（內地稱房車
內地稱房車），
），很多
很多

地也大肆颳起露營車旅行。
地也大肆颳起露營車旅行
。今年初
今年初，
，廣東宣佈推出 10 條公共服務完

人的記憶可能與電影《
人的記憶可能與電影
《不見不散
不見不散》
》有

善的自駕車旅居車線路和20
善的自駕車旅居車線路和
20個旅遊目的地
個旅遊目的地，
，未來四年還將建設
未來四年還將建設100
100個
個

關，葛優開着露營車四處拉風
葛優開着露營車四處拉風，
，引來一片艷羨的目光
引來一片艷羨的目光。
。從那時起
從那時起，
，許

自駕車旅居車營地，
自駕車旅居車營地
，迎接珠三角出行的新方式
迎接珠三角出行的新方式。
。話不多說
話不多說，
，讓我們一

多人對這種瀟灑自由的「
多人對這種瀟灑自由的
「美式移動
美式移動」
」的生活念念不忘
的生活念念不忘，
，那種一路上家

起響應露營車營地的「
起響應露營車營地的
「召喚
召喚」，
」，品當地原汁原味的美食
品當地原汁原味的美食，
，來一場說走

人朋友在吃吃喝喝、
人朋友在吃吃喝喝
、走走停停中牢固情感的畫面記憶猶新
走走停停中牢固情感的畫面記憶猶新。
。如今
如今，
，內

就走的旅行。
就走的旅行
。

■汽車營地成為廣州市民周
末遊玩的潮流「聖地」。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 攝

佛山美的鷺湖汽車營地——尋味順德深夜食堂

在廣東選擇一條路線體
驗露營車自駕之旅，許多人
的故事會從「尋味順德」開始，將佛山高
明美的鷺湖汽車營地作為第一站。如果說
露營車的補給站在鷺湖，那麼舟車勞頓之
後的一碗豬雜粥，定能在深夜慰藉那些嗷
嗷待哺的脾胃。

這家位於順德富華路，在晚上9點50分
才能出粥營業的小店，在珠三角可謂家喻
戶曉，也成為當地的一張美食名片，每晚
吸引着周邊城市的食客一嚐究竟。

粥香味美 食客盈門
和珠三角很多美食小店一樣，這家「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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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佛山美的鷺湖汽車營地
2
廣州環城高速—廣明高速—珠三角環線
高速—合和大道——高明大道中

■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 廣東報道

■露營車營地配套設施相對完善
露營車營地配套設施相對完善，
，可以安排豐
富的營地活動。
富的營地活動
。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 攝

貌不揚」的粥店，人氣之旺，勝在店家「黃
玉仙」新鮮豬雜的口碑相傳。關於黃玉仙
的故事，很多慕名前來的食客都是她故事
的「代言者」。這位退休以後經營大排檔
17個年頭的大姐，每晚都會親自驅車前往
中山一家郊外屠宰場，挑選最新鮮的豬雜
返回自家店內開始製作豬雜粥。而她60歲
學會開車，最大的信念就是希望自己可以
開車買到放心的食材。
在廚出鳳城的順德，不僅大餐廳對火
候要求極為精準，小店的粥店攤也有自
己的講究。食物由生轉熟的剎那，口感
鮮嫩爽滑，此時吃上一碗豬雜粥，不禁
感歎，原來生活的美好竟能如此簡單。
美食過後，驅車前往 30 公里以外的高
明美的鷺湖汽車營地。在這個露營車營
地共有 50 個國家五星標準露營車營位、
30 個自駕車營位，每個營位都配備了充
電樁、洗漱台、休閒平台、休閒座椅

等。收費標準則
是，平日 200 元
（人民幣，下
同）每晚的停車
位，節假日則上
漲至 300 元每個
車位。露營車外
■舟車勞頓後，在順德
面的空地，可以
吃一碗鮮嫩爽滑的豬雜
提供專屬的野餐
粥是食客的不二之選。
場所，配備的洗
香港文匯報記者
手池，休息區以
胡若璋 攝
及遮陽傘都能讓
大家來一場林間愜意的露天燒烤。只需
拿出備好的食材，租一個燒烤爐，和家
人朋友邊烤邊吃，邊玩邊樂，就這新鮮
的空間，愜意無須贅言。而園區內的越
野賽道、湖邊垂釣、休閒健身、拓展培
訓、草坪嘉年華等活動應接不暇，只需
挑選一項在園中玩上半日就可。

周邊景點：觀音禪寺、皂幕山森林公
園、金水台漂流
2、 雲浮金水台溫泉露營車露營基地
廣州環城高速—瀋海高速—深岑高速—
雙和公路

3、 清遠佛岡田野綠世界露營車營地
廣州華南快速—京港澳高速—振興南
路—省道252
周邊景點：觀音山、森波拉度假森林、
英德天門溝驛站樹屋村


1、 周末歌劇：「歌劇情侶」經典歌
劇片段演唱會——讓歌劇的璀璨
之美點綴您的周末
演出時間：2017 年 5 月 20 日（周六）
20:00、5月21日（周日）15:00
演出地點：廣州大劇院實驗劇場
演出票價：180元

2、逐夢異鄉廣東人
19 世紀中葉至 20 世紀前期，廣東人出洋
謀生進入高潮，他們或因被迫以及受騙；或
為和平移民，下南洋、闖美洲；粵人足跡遍
佈世界各地。本次「逐夢異鄉廣東人」主題
嘉年華活動分為招工所、種植園、北美太平
洋鐵路、粵博僑批局以及幸運大轉盤五個區
域。這群海外粵籍華人忍受種種痛苦，歷盡
滄桑，對19-20世紀的東南亞、北美、拉美
直至非洲的開拓發展，作出巨大貢獻。
為了更加真實的講述當年被賣豬仔到海外
務工的粵籍華人那段往事，在活動期間粵博
講解員和志願者們將化身「朗讀者」，在大
堂中心舞台為觀眾朗讀《「豬仔」華工訪問
錄》等書籍的節選，直擊觀眾的內心。
展出地點：廣東省博物館
展出時間：2017年5月18日開始
展出票價：免費

雲浮金水台溫泉露營車營地— —坐擁一桌山珍海味

周邊景點：水台疊翠、神仙谷景區、天
露山

■經過烹製的雲浮田螺，鮮甜可口百吃
不厭。
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

■佛山美的鷺湖汽車營地航拍圖
佛山美的鷺湖汽車營地航拍圖。
。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 攝

清遠佛岡田野綠世界露營車營地——樂享「後花園」清水雞
清遠被譽為「珠三
角的後花園」，沿着
公路穿行，除了自駕
在外的舒暢，也不能錯過山坑魚、
清遠雞帶來的舌尖美感。
喜好肉食的遊客，自駕清遠不能
錯過清遠大道的「清水雞村」。走
進該店，在最醒目的位置懸掛着周
恩來總理以清遠麻雞作為國宴用雞
招待美國總統尼克松的畫像。
這裡的招牌特色清水煲雞，選用
的就是清遠一號麻雞。用純淨不加
任何調料的清水山泉，加鹽放入雞
肉。燒開後，關火，浸泡 5 分鐘後
開吃。皮爽肉滑，入口皮爽彈牙，

回味無窮。

樹林蔭翳 鳴聲上下
飽餐之後，前往田野綠世界露營
車營地，在這個可同時放 500 頂帳篷
的露營區，最多的時候能夠容納
2,000 人露營。平日，這裡大多數是
清幽的好去處。據了解，田野綠世
界景區內還種植了 65,000 棵景觀性
植物和 30,000 多棵台灣原生果樹，
是眾多徒步愛好者的首選之一。有
10 公里長的外環路、4 公里長的內環
路、5 公里長楓葉大道、2 公里的櫻
花大道。每條大道都是森林茂密，
樹木葱蘢，遮天蔽日，應和着蟲鳥

此起彼伏的呼聲，最適合家人、朋
友徒步其中，樂享一份愜意。
喜歡熱鬧的，亦可在露營車旅館
區或者晚會娛樂區甚至是台灣水果
採摘區，找尋另一種樂趣。

■在露營車營地支起帳篷聊天的遊
客。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 攝

珠海長隆海洋王國「親子月」
優惠

印花

伴隨着巨幅親子畫作的完成，珠海長隆海洋王國以「我
帶爸爸媽媽趣游海洋」為主題的「親子月」系列活動也宣
告正式啟動。5月13日至6月18日期間，海洋王國將特別
策劃一系列親子互動活動，邀大小朋友一起共度母親節、
兒童節和父親節。
時間：2017年6月1日至4日
門票優惠：兒童節實行「買大送小」特惠，（平日「一
大一小」門票：520元）
購買渠道：珠海長隆官方直銷（每名購票成人可攜帶1名
身高1.5米以下兒童免票入園）

雲浮的露營車營地，號稱中國自駕營地
樣本。每逢夏秋季節，是雲浮人炒吃田螺
之時。因當地許多鎮區均有河流、河涌和
水田，田螺既多又肥嫩。在稻田裡、水渠
中，一個農民半天就可以獲數十斤，因
此，每逢夏秋季節，在雲浮像當地人一
樣，去菜市場裡買田螺，就是一種出行在
外，融入當地的最佳方式。
在菜市場買田螺，當地人也會熱心的
告訴你，炒田螺用豉椒炒熟，伴以辣椒
絲、紫蘇葉絲，油鹽薑葱，其肉鮮美，
百食不厭。備好食材，擇一河邊灘地支
起帳篷，郊外野餐的樂趣就開始了。

自備鍋爐 就地取材

此前，有深圳的一對年輕情侶就因為
深圳高價樓的壓力，果斷決定不買樓。
後來的故事就是，他們買了露營車，制
定出行路線，而雲浮金水台溫泉露營車
露營基地就是他們露營車營地的第一
站。在社交平台實時分享自己的露營車
旅行，在他們而言，這一趟出行更像是
帶着自己的小窩去旅行，自然也是備好
了鍋爐和食材，一路邊走邊煮邊買邊享
受當地鮮味食材。
到達雲浮金水台度假村內營地，這個
宣傳語中，「廣東首家規模最大、檔次
最高、設施最完善、配套項目最齊全的
露營車（基地）」確實讓許多露營車自
駕愛好者，感歎「名不虛傳」。據悉，
這個廣東首家國際標準露營車露營基地
佔地二百三十多畝，總投資約 1.8 億
元。露營車營地的每個營位可以隨時停
靠美式、歐式、澳式、國產式等多種類
別的露營車，均可為營地露營車提供
水、電、排污、娛樂、清潔等補給配套
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