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的“ 老朋友” ———候鸟。

位于鄱阳的鄱阳湖国家湿地公园是观鸟的好地

方。 公园集湖泊、 河流、 草洲、 泥滩、 岛屿、 泛滥

地、 池塘等湿地为主体景观， 湿地资源丰富、 类型

众多而极具代表性的纯自然生态的复合型湿地公

园， 是亚洲湿地面积最大、 湿地物种最丰富的国家

级湿地公园 ， 国家

4A

级景区 ， 中国科普教育基

地。 鄱阳湖国家湿地公园里有鸟类

17

目

41

科

86

属

132

种， 其种数为江西已知鸟类的

30.6%

。 国家

一级保护鸟类

4

种、 国家二级保护鸟类

16

种、 国

家“ 三有” 保护鸟类

83

种

;

省级重点保护鸟类

63

种

;

国际贸易公约保护鸟类

17

种。 景区的高空观鸟

台则是给了游客

360

度全景观鸟的体验。 站在高空

观鸟台上， 既可以观湖、 观鸟、 观草、 观麋鹿， 又

可以远眺候鸟飞舞， 从高处俯瞰候鸟在水中嬉戏，

观赏湿地风光。

余干的康山大堤也是观候鸟的好去处 。 在余

干，

100

万亩辽阔的水面襟江带湖 ，

30

万亩秀美

的湿地鹤降祥和 。 穿境而过的信江河 ， 与赣江 、

抚河汇集 ， 形成 “ 三色鄱湖 ” 的壮丽景色 。

36.2

公里长的康山大堤， 像一条长廊在鄱阳湖中蜿蜒

穿行， 人们行走其上可深入湖中央， 可观万里云

集的候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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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莽铜钹山， 巍巍红军岩。

在铜钹山高阳村西南约

2

千米处， 有一座裸

赭色的山峰， 由七座悬崖组成， 名叫“ 七岩”，

坡度陡峭， 怪石林立， 岩壁峻险。 这里曾见证了

一段惨烈悲壮的红军跳崖历史。

1932

年初， 赣东北苏区红军主力开赴闽北

作战， 仅留下红军赤警营一排， 驻守高阳， 保卫

广丰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 刺探到苏区兵力空虚

后，

3

月

7

日， 国民党反动派出动

500

多人， 从

浦城念坑出发， 企图神不知鬼不觉地突袭县苏维

埃政府所在地。

3

月

6

日晚， 广丰县苏维埃政府获取敌人来

袭的情报， 连夜召开紧急会议。 会议决定依托七

岩险峻的山势阻击敌人， 掩护高阳军民安全撤

离。 县委江书记、 赤警营周排长率领的赤警营一

连二排， 负责断后掩护的重任。

时间刻不容缓， 周排长立马率领

30

多名精

兵， 赴七岩勘察地形， 严阵以待。

3

月

7

日清晨， 远处传来急骤的枪声。 “ 敌

人来了！” 大家迅速撤出村外。 敌人把高阳村团

团围住， 放了几声冷枪后， 壮着胆子进村搜索了

一阵。 村庄空空如也， 敌军一无所获。 正在这

时， 叭叭叭……西边响起了密集的枪声， 原来周

排长和敌军交上火了， 他们边打边把敌人引向七

岩。 由于红军在高处， 占据着有利地形， 枪声如

雨点一样， 在敌军中炸开了花， 打得敌人措手不

及， 鬼哭狼嚎。 敌军多次发起强攻， 都伤亡惨

重， 以失败告终。

战斗持续了一天， 机关和群众已安全转移，

战士们完成了阻击任务。 然而此时七岩顶被蜂拥

而至的敌人重重包围， 他们已弹尽粮绝， 突围无

望。 前面是凶残的敌人， 后面是百丈悬崖。 残阳

如血， 霞光映红了巍巍铜钹群峰。 七岩绝顶的

21

位红军勇士， 不甘受辱， 他们望着头顶的天

空， 高呼“ 红军万岁”， 毅然纵身跳下百丈悬崖

……

这一跃， 天空战栗， 大地呜咽； 这一跃， 群

山动容， 草木失色。

18

名战士英勇献身， 还有

3

名被岩间斜出

的树木挂住， 死里逃生幸存了下来。

苏区政府为了纪念这场悲壮的战斗， 追悼在

战斗中壮烈牺牲的

18

名红军战士， 把 “ 七岩 ”

改名为“ 赤岩”。

80

年代初， 广丰才俊、 中国著名画家吴俊

发回乡探亲， 到赤岩阻击战遗址凭吊时， 被深深

震撼。 他难抑心中的澎湃， 泼墨挥毫， 一幅以赤

岩阻击战为题材的国画———《 红军岩》 诞生了。

1984

年， 《 红军岩》 在北京展出， 引起了

媒体的关注， 赢得了社会大众的高度评价。 赤岩

因此被命名为“ 红军岩”。

2002

年春 ，

21

位勇士就义七十周年之际 ，

“ 红军岩” 三个红漆大字被刻写在高高的赤岩峭

壁上， 象征着革命红军的碧血丹心， 矢志不渝。

岩旁建“ 红军岩纪念亭” 和“ 红军岩纪念碑”。

当年红军激烈的战斗场面被绘制在亭上， 栩栩如

生。 纪念碑上镌刻了二十一勇士跳岩就义的碑

文， 字字震撼， 惊心动魄。

2004

年， 市委宣传

部将红军岩和县苏维埃旧址列为全市第二批爱国

主义基地。

（张金枝 徐卫清 记者 吴菁）

烈士跳崖处 周柔奎 摄

红军岩革命烈士纪念园。 周柔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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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花乡里说丰年， 茅楂会上贺国庆。 连日

来， 玉山县多彩农趣民俗活动吸引了赣浙边界

上万名群众、 游客前来体验乡愁， 让今年的农

民丰收节活动倍添精彩。

茅楂会是玉山流传八百余年传统集会，集会

期间当地农民纷纷把山上刚刚成熟的野生茅楂

用大红丝线串成一串串茅楂项链拿到茅楂会上

售卖，成为一道道靓丽风景。从去年开始，当地政

府把传统茅楂会与农民丰收节活动进行融合，举

办串茅楂比赛，把农活变成了农趣，山货也勾起

了人们的乡愁， 茅楂项链成了风靡当地的一项

“ 网红”商品。 茅楂会期间，玉山到处可以看到手

上挂着、脖子上戴着茅楂项链的人们，成为丰收

节庆期间最独特的一道风景线。

在玉山横街镇坞口村， 由当地农民自编自

导自演的文艺演出博得前来参加第二届中国农

民丰收节群众的阵阵掌声， 歌曲、 舞蹈、 小品、

乐器等丰富多彩的节目展现了当代农民新风貌

以及对美好幸福生活的讴歌与向往。 趣味十足

的剥豆子比赛更是全场的焦点， 吸引了村里众

多巧妇参加， 紧张激烈的比赛吸引了众多群众

围观， 也充分表达了农民朋友庆丰收、 晒丰收

的喜悦心情。

“ 玉山的农产品十分丰富， 而且每个乡镇

各具特色， 我们根据这些特色农产品来设计各

具特色的农民丰收节活动， 让农民丰收节庆活

动各美其美。” 玉山县文广新旅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 通过举办别具乡村风情的农民丰收节， 当

地不仅实现了乡村旅游的品质提升， 更让农民

的山货卖得更俏。

横街镇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每年的茅楂

会都会吸引浙江常山、 江山及本市信州区、 广

丰、 德兴等地的商贩和游客云集横街， 今年茅

楂会当天的成交金额就达到

200

多万元， 商品

成交额居全县其他墟集之首。

“ 以前茅揸会只是一种纯民间的山货交易，

改革开放以来， 尤其是近几年茅楂会逐渐演变

成了玉山乃至附近县市有名的农具、 土特产品

交易会， 每年来都能看到新气象。” 当地群众李

先生告诉记者， 小小的茅楂见证了古镇横街跨

越

70

年的时代变迁。 “ 促消费、 兴商贸、 富百

姓、 振农村， 我们的农民丰收节肯定会越办越

好。” 李先生高兴地说。

（吴德强 记者 戚虹鸿）

农活成农趣 山货惹乡愁

玉 山 农 趣 民 俗 闹 火 农 民 丰 收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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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秋过后，早晚总有些凉，上饶

的山水间一丝丝秋韵荡漾开来。 山

上奇石各异、云海翻涌；乡村里丰收

民俗热闹喜庆；枝头上银杏黄了枫

叶红了，写意斑斓；鄱阳湖上，远方

的候鸟翩跹而至……上饶的秋天自

有一番独特的迷人景象，正是出游

赏景的好时候。 趁着秋高气爽，出

发去采撷秋日美景吧！

������

数千名游客会聚玉山县横街镇传统盛会“茅楂会”现场，庆贺丰收。

吴德强 纪慧萍 摄影报道

篁岭晒秋 方华彬 摄

看乡村民俗

秋天的乡村好热闹， 处处都是丰收好景。

在婺源， 篁岭的晒秋率先热闹了起来。

9

月

12

日， “ 第五届中国篁岭晒秋 （ 美食） 节” 在婺源

篁岭开幕。 自

2015

年开始， 活动至今已成功连续

举办五届， 成为全国范围内有影响力的农耕文化

品牌活动 。 民间舞蹈 《 舞犭庆丰收》 、 徽剧情歌

《 工匠情怀》 、 傩舞 《 祈福》 ……精彩节目轮番上

场， 现场一片丰收热闹景象， 丰富的徽州传统文

化让游客大开眼界 。 今年的晒秋节以 “ 晒美食 ，

庆丰收” 为主题， 为期

3

个月， 将从

9

月

12

日延

续至

12

月

22

日， 期间中秋美食节、 “ 婺源十大名

菜” 评选、 国庆七天乐等主题活动此起彼伏。 与

往届不同的是新增了“ 晒美食” 一系列活动内容，

传承发扬特有晒秋文化和民俗文化的同时， 传播

乡土美食， 可以更好地展现婺源传统农耕文明和

农业特色。

秋天的婺源美得更深沉、 更诗意。 等到深秋的

时候， 婺源的皇菊开了。 黄澄澄的菊花竞相开放，

山野间弥漫着皇菊的幽幽清香， 漫山遍野的皇菊

不仅壮观好看， 泡水喝还能清热降火。 每年花开

时节， 引得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赏菊品茶。 位于

婺源县江湾镇的晓起村是婺源最早开始种植皇菊

的地方， 也是婺源文化生态旅游一颗璀璨的明珠，

被评为国家级农业生态示范村。 在这里， 皇菊用

传统的方式方法进行种植、 管理， 不用化肥和农

药， 采用传统的手工制作方法烘干、 加工， 菊花

冲泡后， 浓香扑鼻， 入口甘甜， 汤色金黄， 韵味

无穷。 进入皇菊采摘期后， 晓起村满田尽是“ 黄

金甲”， 甚是壮观。

观奇石云海

秋天的山上， 树叶、 奇石、 云海幻化出别样的

景致。

秋天的三清山毫不萧条， 是一年中最如诗如画

的季节。 远山如黛， 青松似墨， 丹枫胜火， 红的

枫叶、 黄的银杏、 绿的苍松如一副泼墨画把层林

尽染。 秋风， 在三清山演绎着万种温情， 在三清

山调味出百味人生 。 三清山又名少华山 、 丫山 ，

因玉京 、 玉虚 、 玉华三峰宛如道教玉清 、 上清 、

太清三位尊神列坐山巅而得名。 其中玉京峰为最

高， 海拔

1819.9

米， 是江西第五高峰和怀玉山脉

的最高峰。 三清山是世界自然遗产地、 世界地质

公园、 国家自然遗产、 国家地质公园。

三清山不同成因的花岗岩微地貌密集分布 ，

展示了世界上已知花岗岩地貌中分布最密集、 形

态最多样的峰林。 世界遗产大会认为： 三清山在

一个相对较小的区域内展示了独特花岗岩石柱与

山峰， 丰富的花岗岩造型石与多种植被、 远近变

化的景观及震撼人心的气候奇观相结合， 创造了

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景观， 呈现了引人入胜的自然

美。

秋天里， 奇石在灵山演绎别样的故事。 一个

个造型奇特的石头或挺立于群山之巅， 或孤悬于

峭崖之缘， 或簇拥于山谷层林深处， 或矗立于湍

急溪流之中。 数以万计的花岗岩块石， 经亿万年

风雨雕琢 ， 形成了千姿百态 。 热带鱼 、 智慧大

脑、 雀兔之恋、 双鱼对吻、 中华龙脊……一个个

栩栩如生， 形神兼备的象形石， 带给游人丰富的

想象。

深秋时节的山上， 雨过天晴的时候最是容易

遇见云海。 云海翻涌间， 奇石们化作仙境里的一

个个精灵， 给游客带来一场奇幻的仙境之旅。

赏枝头斑斓

秋天的枝头也是格外绚烂， 虽不如春夏那般夺

目， 却也有着一种诗意的温暖。 红枫叶、 黄银杏，

在枝头绚烂斑斓， 给深秋添了一抹灵动和温暖。

鹅黄色的银杏， 让人心生温暖。 深秋时， 在鄱

阳的芝山公园里， 树杆高大挺拔的银杏树， 枝叶

茂盛， 依芝山古庙边而立。 在阳光下， 银杏闪耀

如金子般的色彩， 互相交错的树干缓缓向天空舒

展开来， 与蔚蓝的天空相互辉映， 正是最诗情画

意的时刻。 云碧峰国家森林公园里的银杏叶， 也

会开得金黄， 等叶子飘落的时候， 金黄的叶子给

公园铺上了一条金灿灿的地毯。

等到秋冬相交的时候， 婺源石城的枫叶红了。

“ 停车坐爱枫林晚， 霜叶红于二月花。” 看过婺源

秋色的人， 一定难忘。 依山傍水的徽派古建筑的

婺源 ， 在片片枫叶的映染下 ， 有了别样的韵味 。

婺源长溪、 石城村里的大枫树， 通常在霜降前后

开始变色。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时， 炊烟、 晨雾、

徽建 、 红叶相融 ， 美得如画一般 。 山径 、 枫叶 、

森林、 修竹、 溪流……浓烈的绿、 耀眼的黄、 跳

跃的红， 浓烈的色彩好像为黯淡的琐碎生活注入

新的活力。

鹅湖书院里的枫叶， 红得更雅致更幽静， 飘散

着淡淡墨香。 在白墙、 青砖、 黛瓦、 飞檐、 翘角

的掩映下， 枫叶在枝头写意， 静静地诉说着宋韵

遗风。 碧苔、 红窗、 绿藤， 在暖暖的阳光里舒展，

好像穿越了几个世纪的风霜与尘埃。

寻候鸟翩跹

深秋时节， 鄱阳湖上再次迎来了从北方迁徙而

枫叶红似火 戚虹鸿 摄

鄱阳湖候鸟

三清山巨蟒峰 戚虹鸿 摄

犭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