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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风景 不同的精彩

周 刊

旅游

走进红色精神高地———高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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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秋色江南岸，十里恍然忘人间。 ”

“忽闻桂花香，方知秋已至。 ”“空山新雨后，

天气晚来秋。 ”

......

四季中，秋天最诗意。古人

也是喜爱秋天的，所以才留下这些属于秋的

诗句。

从桂花飘雪到银杏泛黄，上饶的秋天像

个害羞的姑娘，露个脸便匆匆退场。 中国的

大多城市，秋天都普遍短暂，大好的秋色往

往一不留神就没了。 而越是短暂，越要好好

把握。 金秋十月，江湾的雪梨甜了，晓起的皇

菊黄了，三清山的枫叶红了，抓住秋天的尾

巴，品尝深秋时令美食，赏玩秋日限定美景，

才不辜负那些秋的馈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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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口的老樟树撑起一朵巨大的蘑菇云， 浓荫如

盖。不远处，伫立着一栋瓦房，上面“ 广丰县苏维埃政

府”几个大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屋内，陈列着充满

历史感的文字图片、 保存完好的旧物以及锈迹斑斑

的刀枪武器……走进广丰区铜钹山高阳， 就进入了

一个特定的历史坐标。 在这里，我们抚触

20

世纪的

风云变幻，仰望崇高，砥砺精神。

1931

年

1

月，中共闽北分区委在上饶五府山毛

楼村东坑组建了中共上饶广丰县委员会。同年

5

月，

上广县委迁至广丰廿四都东山，改称广丰县委，后迁

至高阳村。

1931

年

12

月

26

日，广丰县苏维埃政府

在高阳正式成立。至

1932

年

10

月，县苏维埃政府下

辖

9

个区苏维埃政府、

76

个乡苏维埃政府。

广丰县苏维埃政府建立不久，就领导苏区贫苦

农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 打土豪、分田地”的运动。全

县共有

66

个村实行了土地改革，没收地主豪绅

4

万

多亩田地。 县苏维埃政府还成立了广丰第一支人民

革命武装， 把一支

32

人组成的游击队发展改编成

70

多人的红七连， 之后又扩展到

200

多人的赤警

营。到

1933

年

5

月，广丰独立第三团成立时，人员已

达

500

多人。

队伍壮大了，对兵器的需求也随之增大，红军兵

工厂应运而生。

1932

年，红军在十五都曹坑建立了

县苏维埃第一个兵工厂，制造手榴弹、土地雷、土枪、

土炮等武器。 这些土制的武器，在战场上大展神威，

让敌人闻风丧胆，在战斗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引起

中共中央和中央苏区政府的极大关注。

广丰地方红军积极开展武装斗争， 组织了伏击

联甲兵、夜袭桐家畈、攻打五都镇、两打江山廿八都

等一系列战斗，如利箭般刺进敌人的要害之处，消灭

敌人千余名，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和物款，使革命根

据地得以巩固和发展。

1933

年

7

月

17

日 《 红色闽

北》 第七期称赞广丰红军为“ 常胜的广丰独立第三

团”，赣东北苏区作战经验开始向全国各苏区推广。

在残酷的战争中，流血和伤亡在所难免，组建专

业的医疗服务点迫在眉睫。县苏维埃政府在条铺、曹

坑、登丰相继建立红军医院。红军医院除给红军看病

外，也为贫苦农民治病，药物以中草药为主，深受群

众欢迎。 与此同时， 红军战士积极帮助群众发展生

产，军民团结亲如一家，生产生活得到很大发展，苏

区一片欣欣向荣，受到闽北分区的多次表扬。

1933

年

10

月， 蒋介石调集

100

万兵力向中央

苏区发起第五次军事“ 围剿”，以近

20

万兵力围攻闽

浙皖赣苏区。由于敌我兵力众寡悬殊，加之王明“ 左”

倾教条主义军事指导方针的错误，造成第五次反“ 围

剿”军事斗争的失利。整个广丰苏区遭到了极其严重

的蹂躏和摧残，革命根据地日渐缩小。

1934

年底，广

丰苏区失陷。

抗日战争时期， 中共广丰地下党组织工作及其

领导下的游击队活动， 开始逐渐恢复。 解放战争时

期，党组织不断扩大。

1949

年

4

月，游击中队扩编为

广丰独立团，有近千名指战员。

1949

年

5

月

5

日，广

丰解放。

为记住这段红色的光辉岁月，缅怀革命先烈，激

励后人，

1984

年，在高阳村苏维埃政府旧址建造“ 高

阳革命纪念亭”，并树立了一座高

2.5

米、宽

1.2

米、

厚

0.8

米的纪念碑，纪念所有为解放广丰、解放人民

而流血牺牲的烈士。

阳光照耀下的高阳，是一处红色精神的高地。古

老的樟树，与日月星光交相辉映，岁岁长青。

（张金枝 徐卫清 记者 吴菁）

上饶市委党史办协办

上饶革命遗址

巡礼

周柔奎 摄

周柔奎 摄

江湾雪梨味美

俗语说“ 立秋胡桃，白露梨，寒露柿子红了皮”，立秋

过后梨子就已挂满了婺源县江湾镇的枝头。

江湾镇盛产的雪梨以个大皮薄、肉厚核小、松脆化渣

而著称，梨皮莹白，松脆香甜，汁多味美，入口消融，是梨

中的珍贵品种。 江湾梨每颗果重达

300－400

克，最大的

可在一斤以上，经过绿色套袋的种植工艺，使得果皮成

熟后也呈白色。 同时果肉中富含多种维生素与微量元

素，还能起到生津止咳、润燥化痰，润肠通便，退热消喘

等医疗保健功效。 历史上曾一度被作为贡品，颇负盛名，

如今也是人们用来馈赠亲朋好友的上等礼品。

秋季气候干燥，昼夜温差变化大，若能每天坚持吃一

两个梨， 不仅对秋燥症具有奇特功效， 还可以清热、安

神，对高血压、失眠多梦也有一定协助治疗的作用。

晓起皇菊幽香

秋天除了有江湾镇的雪梨， 婺源晓起村的皇菊也深

受食客们的青睐。

漫山遍野的梯田上竞相开满黄澄澄的菊花，皇菊散发

阵阵幽香，水墨丹青的晓起村也在皇菊的装点下美若画卷。

“ 雨洗青山四季春”的宜茶环境、“ 高山云雾出名茶”的独特

地形，使婺源皇菊具有无可比拟的内在品质。

高含量的黄酮素是皇菊中很重要的成分，黄酮作为一

种很强的抗氧剂，可有效清除体内的氧自由基，还能消炎、

抗溃疡，在茶水的冲泡下可渗透水中充分被人体吸收。晓起

皇菊经由传统的手工制法烘干、加工而成，取出一颗放在杯

中，再冲入一壶清冽纯净的晓起山泉水，茶汤金黄，茶香浓

郁， 朵朵金菊在杯中绽放如一件艺术佳品， 一边欣赏艺术

品，一边品饮菊花茶，轻啜入口，浓香入肺，唇齿留香。 艳黄

花瓣在水中荡漾，让人爱不释手，韵味无穷。

马家红柚甜爽

广丰马家柚是上饶的特色农产品也是特色旅游商

品，作为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享有远近盛名。 马家柚

属于红心柚的一种，产自上饶市广丰县大南镇，被誉为

“ 中华名柚”，“ 柚中极品”。

马家柚基地坐落在铜钹山九仙湖， 山青水秀环境优

美，为了培育最优质的柚子，基地采用无公害有机种植，

不施加任何农药，肥料也都是选用优质的农家肥。

匠心的培育造就了马家柚的高品质，长出的马家柚颗

颗汁胞饱满、汁多水足，果实呈高扁圆形，果肉鲜红细嫩，

酸甜可口清爽润喉。果子糖含量虽低，但果味清香，营养丰

富，富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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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不同的氨基酸和铁、铜、锌等微量元素，在干

燥的秋季掰开一个马家柚细细品尝果肉，不仅唇齿留甘还

能散寒燥湿，是此时最适宜不过的时令果子了。

桂花年糕软糯

“ 一年秋意浓，十里桂花香”。 秋天是桂花的季节，秋

天来上一份浓浓桂花香味的美食，是不是感觉格外的沁

人心脾。

弋阳产出的年糕虽品相普通， 但口感却能让人百吃

不厌、回味无穷。 弋阳年糕历经“ 三蒸两百舂”的制作流

程， 反复三次蒸熟米团， 再反复捶打

200

次才算合乎规

格。这样锤打出的年糕口味纯正、糯而不粘、柔软爽滑、韧

性可口，久煮不糊。 用这样一份有着

1200

多年历史的弋

阳年糕，搭配香甜的桂花蜜糖，制成一道桂花年糕食点，

不仅有桂花的清香、蜜糖的甘甜和弋阳年糕的软糯，还有

年糕“ 一年更比一年高”的美好寓意，将秋的味道恰如其

分地与美食融合在一起。

驿道漫步怀古

深秋十月的婺源，是摄影家向往的天堂，也是一众户

外运动爱好者心驰神往的秘境。 来自全国各地的户外爱

好者们走出忙碌快节奏的大都市， 来到乡村山野寻觅一

种静谧慢生活。

人们常说，旅行不必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

景以及看风景时的心情。 徒步正是深度感受最美乡村的

不错选择。作为古徽州“ 一府六县”之一，婺源境内保存着

上千条石板古道，保存完好的有上百条，其中由义岭古驿

道、吴楚分源古驿道都是可供选择的徒步路线。在秋日的

晨曦中，沿着古人的足迹，遍寻古人的智慧。 脚踏铺满红

叶的古驿道，抬眼就是漫山的红叶，远处是村庄里升起的

炊烟，近处还有萦绕身侧的朦胧晨雾，完全就是诗般的绝

美画境。

奇石红枫如画

在浓浓的秋意笼罩下，三清山引来了一场红叶盛宴。

三清山最负盛名的自然四绝景观———奇峰怪石、古

树名花、流泉飞瀑、云海雾涛是一众游人的心头首选，可

深秋日发红艳的红叶亦让人心醉。

尽管是相同的风景， 但在不同的季节， 用不同的视

角，站上不同的角度，还能发现更多的美。秋日的三清山，

红叶在峰林云海间点缀出一抹生动的亮色， 无需更多的

修饰，已道出秋天里最缤纷的韵味。 此时邀上三五好友，

一同前往三清山，观赏云涛俊峰，沉浸烂漫的秋日枫林，

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畅聊人生收获新的感悟。

金秋桂园飘香

“ 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一阵秋风将金桂的芳香

送向大地，在上饶龟峰景区，桂花园里的桂花已经悄然盛

放。

龟峰的千载四季桂位于三叠龟东北角下， 长在桂花

园中。 十米的高度上撑开巨大的树冠，错开八条分支，形

似一把参天大伞。树枝与树叶间挤满紧簇的桂花，每年四

季（ 实际每年开

5

次花）花期如期而至，桂香四溢。传说是

当年，八仙四处游历，行至美丽的龟峰被美景倾倒，便将

月宫的桂枝折下一枝插于此，为龟峰锦上添花。在晴朗的

午后，坐在龟峰桂花园的秋千上，轻嗅着满园桂花的沁人

幽香，在秋天与桂树相遇，邂逅一份芬芳馥郁。

晓起皇菊

马家柚

三清山 含羞草 摄

桂花年糕

婺源古驿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