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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廣州花都葉海生態園
桃子採摘
時間：5月-7月
地點：廣州葉海生態園

不辭長作嶺南人—荔枝文
化展
時間：6月9日-9月24日
地點：廣東省博物館三樓書畫廳

「琥珀教育·陪你玩一夏」
系列演出
時間：7月11日-9月3日
地點：廣州大劇院

十香雅韻·嶺南一脈——陳金章從
藝七十周年寫生展
時間：6月22日-7月8日
地點：十香園紀念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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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百萬葵園廣州百萬葵園
玩樂優惠活動玩樂優惠活動

廣州增城：從深圳灣口岸出發，上南
光高速，經龍大高速、莞佛高速、潮莞
高速到珠三角環線高速，離開高速後從
增灘路到新城大道、增灘公路、夏街大
道、西園路、掛綠路，隨後抵達掛綠廣
場，全程約90分鐘。

惠州鎮隆：從深圳灣口岸出發，上水
官高速，經瀋海高速、長深高速後到
S358，隨後沿進入山深線前進，全程約
75分鐘。

汕頭潮南：從深圳灣口岸出發，上水
官高速，經瀋海高速到惠神北路、葵和
大道、S235，隨後抵達雷嶺鎮，全程約
3小時30分鐘。

茂名高州：從深圳灣口岸出發，進入
廣深沿江高速，經莞佛高速、廣澳高
速、珠三角環線高速、深羅高速、瀋海
高速、包茂高速到S113，隨後從高涼東
路到文筆路、光明路、潘州中路、府前
路後抵達，全程約5小時。

本套票包含入住當晚的自助晚
餐與第二天的自助早餐，百萬葵
園景區門票、花之戀五星級項目
（泳池、健身房、電影）、6D
燈光秀、玫瑰月光殿。可選擇的
入住日期為7月1、2、3、7、9
日 ， 預 約 電 話 高 先 生 ：
17820511001。
票價：880元人民幣（兩大一
小）

宋紹聖元年（1094年），被貶謫的

北宋大文豪蘇軾抵達惠州，次年三

月，一荔園老翁邀他在荔枝成熟時前

來享用。於是，紹聖二年四月，第一

次品嚐嶺南四大佳果之一的荔枝之

後，蘇軾發出了「海山仙人絳羅襦，

紅紗中單白玉膚。不須更待妃子笑，

風骨自是傾城姝」的感歎。夏季到

來，再次品嚐到荔枝美味時，蘇軾寫

下流芳千古的「日啖荔枝三百顆，不

辭長作嶺南人」詩句。如今正是廣東

荔枝上市高峰，糯米糍、桂味、掛

綠、水晶球、槐枝等陸續登場，對於

喜歡吃荔枝的港人，還有比親自到荔

園採摘品嚐新鮮荔枝更美好的事情

嗎？趁着周末，行動吧！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寶儀 廣東報道

■圖：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

在清代，每當果樹開花，權貴們
便派人去統計數量；到果樹結果
時，再遣兵一營（約500人）前往
監視，但凡落下一果，都必須上
報，可見此果的重要性。在本世紀
初，這一粒果子，竟拍出了人民幣
55.5萬元的天價。是什麼水果能為
世人如此追捧？原來是「天下第一
荔」——增城掛綠。
增城一直是廣東省最為重要的荔

枝產地，素有「荔枝之鄉」的美
名。北宋張宗閔在其《增城荔枝
譜》中所記錄的增城荔枝的品種便
超過百個。連元朝大德年間的《南
海志》也稱「今佳品（荔枝）多出
增城」。
增城荔枝以品種多、品質優、口
感佳和歷史悠久而馳名中外。今年
增城區荔枝種植面積達17.3萬畝，
品種逾60個，包括增城掛綠、桂
味、糯米糍、水晶球、甜岩、仙進
奉等。增城本地特有優質荔枝品種
種植面積達12.38 萬畝，今年荔枝
總產預計約8,500噸。其中，掛綠
是增城荔枝中最有名的品種，因果
身中間有一道綠痕而得名。增城掛
綠核大而略扁，肉質特別爽脆，清
甜有微香，品質極優，果實較耐貯
藏。

權貴壟斷 圈樹強買
增城掛綠荔枝由於數量少，物以

稀為貴，所以一直為權貴所追逐。
《廣東新語》載：「好事者當未熟
時，先以兼金購之，乃得。」崔弼
《珍帚編詩注》談及掛綠時，有
云：「官買者，於二三月，持百金
散佈於有荔之家，俟六月中，或收
十斤，收五斤，不問前數也。」
到了後來，權貴對掛綠的壟斷慾

望越發癲狂，甚至到了「圈樹強
買」的地步，在開花時節便派人去
加以標記，時時監控。果農辛苦種
植還得不到應有的回報，他們苦於
官吏的剝削與騷擾，最後只能忍痛
把掛綠樹砍光。這段歷史並無官方
記載，只在個別文人的詩集和筆記
中有零星記述，「（掛綠）花時，
長吏使標誌之。歲畏其擾，斧之，
無遺類矣。」這便是清嘉慶年間，

文人崔弼在《珍帚編詩集》中的記
載。
萬幸的是，縣城西郊西園寺（現
荔城掛綠廣場）還有一棵掛綠荔枝
樹保存至今，這也使得「西園掛
綠」變得彌足珍貴。據介紹，該掛
綠樹為1979年古樹枯死時由技術
人員搶救出的，由樹基發芽而生出
的新樹。該樹有400多年樹齡、高
逾5米，現已成功培育了好幾代的
掛綠樹的子孫樹種，共100多株，
種植在增城幾個鄉裡。
在增城，荔枝成熟期最早的品種
與最晚的品種相隔4個月，達120
多天。荔枝節（一般在6月中旬至
7月中旬）始傳於明末，是增城的
傳統節日，現在正是到增城採摘荔
枝時候。

「羅浮山下四時春，盧橘楊梅次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
能夠讓蘇軾發出流傳千古的感歎，惠州
的荔枝當然不能忽視。
鎮隆荔枝是惠州市惠陽區最有名氣的土
特產之一。惠陽區鎮隆鎮位於深莞惠市域邊緣，與深圳龍
崗、坑梓緊鄰，轄區面積149平方公里，鎮內80%為平緩
的丘陵地帶，總人口近7萬人，下轄13個行政村和1個社
區，家家戶戶種荔枝。
由於鎮隆雨量充沛、光照充足，年均氣溫在21.2℃至
22.2℃，年日照時數近2,000小時，年均降雨量1,800至
2,000毫米，全年無霜凍，非常適宜發展荔枝生產，種出
來的荔枝也異常甜美。因此，鎮隆鎮素有「荔枝之鄉」的
美稱，種植荔枝有300多年的歷史，全鎮荔枝種植面積3.4
萬畝，主要盛產糯米糍和桂味兩個優質荔枝品種，年均產
量約7,000噸。

辦文化節 品特色菜
鎮隆荔枝（糯米糍和桂味）1999年榮獲中國國際農業
博覽會名牌產品；鎮隆鎮2004年被惠州市授予「荔枝之
鄉」稱號；2004年註冊了「鎮隆荔枝」商標；2008年被
惠州市科技局評為市級「荔枝專業鎮」；2008年國家級荔
枝標準化示範區建設通過了合格驗收；2016年9月，「鎮
隆荔枝」順利通過「國家農產品地理標誌」登記評審。今
年，鎮隆荔枝更是首次享受「國家農產品地理標誌」待
遇，大大提升了鎮隆荔枝的品牌知名度和價值。
鎮隆荔枝文化節6月23日至7月10日舉行，有「千人荔
枝宴」、「荔枝樹下吉他音樂會」、「荔枝評比大擂台」
等11項活動，為前來嚐鮮的港人提供更多樂趣。此外，
惠陽各大星級酒店為鎮隆荔枝文化節推出荔枝菜品，包括
「荔枝牛小扒」、「嶺南荔影」、「荔枝賽螃蟹」、「椰
汁荔枝蜜」、「苦瓜荔枝」、「夏季荔枝皇」等，光是聽
到菜名，就能讓人垂涎三尺。

又到了一年荔枝成熟時。如果想
在汕頭市區吃到最新鮮的荔枝，首
選莫過於潮南區雷嶺鎮。這個革命
老區鎮是汕頭荔枝種植面積最大、
產量最多的鄉鎮，被外界稱為「荔
枝之鄉」。

雷嶺鎮地處粵東潮、普、惠三市
（縣）交界處的大南山南麓，東南
至西南與惠來縣接壤，東北至西北
接成田、兩英、紅場鎮。

得天獨厚 品質極佳
據歷史記載，雷嶺自明代中葉就
開始種植荔枝，至今已有逾500年
的歷史。這裡的荔枝還有着得天獨
厚的自然優勢，年平均氣溫
21.8℃，冬季最低溫度在 5℃左
右，平均霜日少於5天，年均日照
2,000 至 2,200 小時，年降雨量
1,800至2,100毫米，雨量充沛，水
質優良，無水質和土壤污染，而且
土壤屬花崗發育砂壤土，含多種礦

物質，有機質達3%
以上。因此，雷嶺荔枝果
實色澤鮮紅，肉脆香味濃，品質極
佳，不僅銷往全國各地和港澳地
區，還連續十年出口美國。
目前，雷嶺鎮的荔枝種植面積達

4.4萬畝，荔枝年產量達1萬噸，主
要品種有烏葉、桂味、糯米糍、妃
子笑、赤葉、水丹烏葉等。其中烏
葉佔種植面積90%以上，該品種果
實呈卵圓形、暗紅色、皮殼薄，肉
質甜爽，營養豐富，是鮮食之珍
品。周末自駕遊來這裡，不但可以
品嚐到剛從樹上摘下來的新鮮荔
枝，還可以體驗自己動手到荔枝園
採摘荔枝的無窮樂趣。

中國是世界上栽培荔枝最早的國家，
特別是廣東，有2,000多年的栽培歷史。
在古文獻中，荔枝最先名為「離支」，
是嶺南四大名果之一。荔枝共7大品種，
分別是三月紅、糯米糍、掛綠、黑葉
（也叫烏葉）、白臘、妃子笑、桂味。

吃荔枝不上火秘訣：
1、享用「露珠紅荔」不上火，即
在天亮前露水未退之時就地吃剛
從樹上摘下的荔枝。
2、新鮮的荔枝葉、荔枝殼
煮水喝，可防治吃荔枝上
火。

3、吃荔枝前喝點鹽水、夏枯
草涼茶，或冬瓜湯、綠豆湯
等，對上火有預防作用。
4、吃荔枝時，把剝開果殼後
的一層薄薄的白膜，和肉一起
吃下去不上火，果膜有點澀，
嚼到果肉時，會一下鮮甜起
來。

增城：名品掛綠

汕頭：潮南烏葉

高州：千年古荔
6月的茂名，大街小巷開始飄起

了甜膩的香味，這是荔枝的味道。
作為全球最大的荔枝產區，茂名
市荔枝種植面積超過140多萬畝，
相當於中國以外全球其他國家荔枝
種植面積的總和，茂名荔枝年產量
超過50萬噸，約為全球荔枝總產量
的五分之一。每年6月至7月，正
是茂名荔枝集中上市的時候。

唐朝特貢 獻楊貴妃
茂名高州位於廣東省西南部，其

荔枝種植面積達72萬畝，是廣東荔

枝的主產區，是名副其實的「荔枝
之鄉」。高州種植荔枝的歷史悠
久，至今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在
唐朝，高州荔枝已成為朝廷貢品，
據說高州根子鎮柏橋村有一個老荔
枝園叫貢園，唐朝進貢給楊貴妃的
荔枝就出自該園。
高州根子鎮全鎮荔枝總面積達

0.41萬公頃，荔枝的品種、質量、面
積、產量均居全國鄉鎮之冠。根子
荔枝品種齊全，有白糖罌、白臘、
黑葉、桂味、糯米糍、妃子笑、三
月紅等十多個品種。根子荔枝成熟

期比國內增城、從化等其他荔枝產
區早30天左右。早熟質優的荔枝品
種白糖罌，果大核小、色艷皮薄、
肉質爽脆、味道清甜，被評為中國
名牌產品，獲國家綠色食品認證。

荔枝小知識：

惠州：鎮隆荔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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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夏天每年夏天，，來荔枝園來荔枝園
採摘和品嚐新鮮荔枝的採摘和品嚐新鮮荔枝的
市民絡繹不絕市民絡繹不絕。。

■傳說唐朝進貢給楊貴妃的荔枝就
出自茂名高州。

■如今正是荔枝上市的季節，果實纍
纍鮮艷欲滴，等待着遊客來採摘。

■■看到朱紅的荔枝掛在看到朱紅的荔枝掛在
枝頭枝頭，，小姑娘忍不住伸小姑娘忍不住伸
手去夠手去夠，，希望能摘下來希望能摘下來
品嚐一番品嚐一番。。■■增城的掛綠荔枝吸引大批市民遊客前來選購增城的掛綠荔枝吸引大批市民遊客前來選購。。

■■汕頭潮南的荔枝文汕頭潮南的荔枝文
化節吸引市民遊客參化節吸引市民遊客參
與其中與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