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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风景 不同的精彩

周 刊

旅游

灵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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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赏莲花山 云采香甜柿

莲花山柿子采摘节上线

一年好景君须记， 最是橙黄橘绿

时。 除了童话村外，本身大茅山亦是极

美！ 大茅山彩虹童话村同梧风洞景区

遥相呼应，互成掎角之势。 汽车驶进梧

风洞景区， 成排的水杉呈现出绚烂的

金色， 似锦旗招展， 在欢迎我们的到

来。 工作人员介绍，这些水杉种植于五

六十年代，是第一批农垦战士所种，它

们是历史的见证， 也是进入梧风洞的

标志。 秋风拂过，落叶缤纷，行走在游

步道上，脚下发出沙沙声响，给前来踏

秋的游人增添无限遐想。

游走在点将台、仙女潭、观音瀑、

天鹅湖等景点之间，山的青、水的绿、

叶的红，一步一景，缤纷的色彩让你

宛如置身于泼墨山水画中。 原始森林

和阔叶林 ，红豆杉 、香果树 、花榈木

……都是大茅山这座生态秘境的构

造者。“ 快给我单独也来一张！ ”在仙

女潭戏水的阿姨，一手挥舞着红色丝

巾，摆着优雅的姿态，喜笑颜开。

在回程的游步道上，遥望远处的

笔架山，气势恢宏，是大茅山第一高

峰。 相传这里有位“ 乌风大王”，专为

穷人打抱不平。 他有只神笔，在一次

写完劫富济贫的檄文后，把神笔往对

面山上一放，就化为这座形似笔架的

山峰。 连绵数公里的花岗岩峰峦，峰

挺如削，无论哪个角度，都很容易目

睹它的风采。 这一地质构造的奇观，

让人不禁想起清代诗人程光壁对此

处山的称赞：“ 欲作悠悠天外想，白云

深处梵王宫。 ”

“水清石出鱼可数，林深无人鸟相呼”，自

2017

年秀美乡村工程建设以来， 这座灵秀而

悠然、被誉为“江南九寨”的大茅山更加焕发出

勃勃生机与无限活力。

11

月， 深秋时节的大茅山风景区拥有着

别样风情。同时，首届江西·德兴乌佬粿美食文

化节在大茅山彩虹童话村开启，每个周末都有

精彩的活动迎四方游客！

漫步童话村 开启风味之旅

作为大茅山风景名胜区东部入

口的门户节点，彩虹童话村是景区的

第一窗口，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优势

突出，村口距德兴市大茅山高速收费

口仅

500

米，距德兴市高铁站仅

4

公

里。 不管是自驾还是短途，都能让你

免去跋山涉水的烦恼， 只需置身其

中，就能感受当下的斑斓灿烂。

走进童话村， 伴随小溪淙淙流

淌，漫步而上，迎面而来的是缤纷色

彩。村庄房屋外立面以彩虹的七彩色

调为背景和

3D

彩绘相结合， 营造了

一个梦幻般的花海村落。据景区负责

人陈晗介绍，村庄彩绘由中央美院的

学生现场绘画的， 现在有

65

栋彩绘

房屋。 房前屋后、农户院落中还有石

头彩绘、 大风车和稻草人等装饰，别

有趣味。“ 这样好看的色彩，不拍照打

卡怎么行！ ”游人来到，纷纷拿出手机

拍个不停。

11

月

8

日 ， 恰逢童话村开启

“ 国风之周”， 时常能偶遇身着汉服

的美丽姑娘， 这无疑给娴静的村庄

添了一份古韵之美 。 据记者观察 ，

黄竹山的村民们除了原本的务农之

外， 各家各户还都在自家的院子卖

各种当地土特产， 如板粿、 乌佬果、

麻果等。 小朋友蹦蹦跳跳， 奔走在

各色美食之间， 忙不过来。 “ 板粿

已经卖完了 ！” 李阿姨喜滋滋地喊

道。 大茅山的美食佳肴、 山货特产

备受推崇， 仅早上十点钟， 就有不

少美食被一抢而空。

慢游梧风洞 开启晚秋之旅

“ 这是

1962

年朱德委员长和夫

人亲手种下的金钱松，现在已经长得

这般俊秀了。 ”工作人员指着景区别

墅群前一棵金黄树木介绍，还带着我

们参观了别具一格的新中式装修和

适合团体居住的复式别墅。在这里疗

养、度假，享受“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

外斜”的悠然生活。同时，景区内还保

存了众多人文古迹和红色胜迹，宗教

文化源远流长。

在大茅山景区内 ， 低碳出行 、

低碳餐饮、 低碳消费都是再平常不

过的事情。 随着黄竹山村的改造升

级在乡村改造建设中形成示范效应，

也带动大茅山周边景区一体化中的

乡村改造建设朝着品牌化、 差异化、

生态化、 市场化发展。 童话村负责

人介绍： “ 改造完成后的黄竹山村，

将围绕花海景观与大茅山景区， 形

成自成一体的品牌结构， 与周边的

乡村旅游、 景区资源串联构成大茅

山景区旅游圈层， 产业上发挥优势

互补作用。”

水以空灵而万象虚生，山以凝重

而结百代春秋。 大茅山胜地沉香、长

空碧透， 在旅游业跨越发展的今天，

正续写新一轮传奇！

体验原生态 开启低碳之旅

休闲观光游：

东风桥—天鹅湖—银河瀑布—点将台—三百烈士

纪念亭—观音瀑—仙女潭

大茅山自驾线路：

上饶市—沪昆高速—德上高速—必姆高速出口—

G237

国道—临江湖—郑坊—华云山—大茅山 （双溪）

游客中心

高铁路线：

乘坐京合福高铁的游客，可以在德兴站下车，转客

运汽车或出租车到达大茅山（高港）游客中心

本报讯 余婷 记者 陈建 钟芷涵 报道：

11

月

5

日，莲花山乡第

六届柿子旅游文化节暨首届线上柿子采摘节在鄱阳县莲花山乡石

田公园隆重举行。 据悉，本届柿子节主打云赏云采、线上线下的宣

传模式，依托莲花山国家森林公园良好生态，进一步提升莲花山国

家森林公园柿子旅游节品牌， 着力打造莲花山成为森林健康休闲

旅游胜地，带动当地百姓发展旅游产业脱贫致富。

活动现场，锣鼓喧天，热闹非凡，处处洋溢着节日的喜庆氛围，

大批群众、游客聚集在此，一同观看精彩的文艺演出。 在农产品展

销区，村民们整齐地摆放了柿饼、野生蜂蜜、手工粉皮、野山茶等农

产品，吸引了不少消费者挑选购买。

“ 柿子节为当地群众提供了一个展销农产品的平台。莲花山不

仅有柿子，还有粉皮、野生蜂蜜、油茶等农产品，欢迎大家来莲花山

旅游，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土特产。”莲花山乡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

此次活动能进一步提升莲花山国家森林公园柿子旅游节品牌，着

力将莲花山打造成为森林健康休闲旅游胜地， 带动当地百姓发展

旅游产业脱贫致富。

莲花山乡位处莲花山国家森林公园腹地，红色历史璀璨，自然

生态优美。今天的莲花山，更如“ 柿”外桃源，弥漫着诗意与乡愁。让

我们一起注目莲花山， 一起沉醉这人间最美的颜色———莲花山的

生态“ 绿”与柿子的幸福“ 红”！

大茅山与三清山、灵山在同一个怀玉山脉中，大

茅山风景名胜区分为大茅山、梧风洞、笔架山、四角

坪、双溪湖五个景区。风景秀丽，依山傍水，特别适合

放松。 如果有机会，可以选择来这里玩一玩。 然而除

了景点，大茅山的美食还有很多可以盘点的。

“ 金屋藏娇”便是饭店大厨力荐的特色佳肴。 刚

开始看到这一菜名时，游客们都云里雾里，只觉名字

有趣。 等美味呈上来时， 便被它金灿灿的外观吸引

了。 剥开它的层层外壳， 糯米香甜的味道便随之散

出，香糯可口，还非常管饱。

“ 自己做的鸭蛋壳总是易碎， 而且切口参差不

齐。 ”当地居民郑小姐说自己也曾尝试做过这道菜，

但觉得还可以多做尝试。于是询问饭店大厨，原来他

们有专门的工具可以将鸡蛋壳平整的切开一个口

子。据经理介绍，德兴当地还有专门售卖灌好糯米的

咸鸭蛋壳，只需要回家蒸一蒸就可享用了。

主料：鸭蛋 糯米 辅料：粽叶 五香粉 调料：老抽

做法：

1

、将糯米放在小碗中，加入清水没过糯米表面，浸泡两小时

2

、把泡好的糯米沥干水分，加入

1

汤匙老抽，撒入少量五香粉，搅

拌均匀

3

、鸭蛋的处理与灌制过程：将新咸鸭蛋用清水洗净，在鸭蛋尖端部

位磕一个小洞，把鸭蛋清倒出再小碗里，蛋黄留在蛋壳中

4

、用筷子挑着调味的糯米，灌入蛋壳里，直到糯米距蛋壳开口处九

分满为止

5

、准备一个大碗，碗里盖上一层干净的湿百洁布，将灌好糯米的鸭

蛋开口朝上，依次放上，再将洗净的粽叶折叠盖在鸭蛋上

6

、电饭锅内放入适量冷水，将大碗放入，约

30

分钟，蒸熟取出鸭蛋

即可食用

21

灵山工匠小镇坐落于上饶大道与灵山大道交会处，距市、区双行

政中心均不过

10

分钟车程，距高铁站、三清山机场仅

15

分钟车程。

其中， 翼天欢乐世界作为首创融游乐体验与研学教育于一体的主题

乐园品牌，趣味研学模式和尽兴游乐模式均可一键开启，任意切换。

“ 这里这么热闹呀！”看到欢乐世界门口车水马龙，司机师傅也

说等有空也要带着孩子来玩玩。

11

月

7

日，记者来到翼天欢乐世

界开启了一段奇妙冒险。 据悉，园内占地

610

亩，各色丰富的主题

区域，等你来探索！

体验点

1

：欢乐大道

欢乐大道是进入游乐园的必经之处，这里有甜蜜美食屋、花树

广场、自行车租赁点，还有便于游客游玩的寄存室。

体验点

2

：萌宠天地

“ 快看这个羊驼，我摸到了！ ”在萌宠天地和精灵洞穴中，小朋

友可以与数百种奇珍萌宠、各色昆虫亲密接触，走近自然，探索自

然。 据工作人员介绍，这也是许多师生团建的打卡点之一。

体验点

3

：蜜密基地

伴随夕阳西下，这里便是人流最多的一处。家长与孩子们在这

里收获欢声笑语，森林小火车、超级滑梯、锥形爬网、秋千等都是小

朋友们最喜欢的娱乐设施。

体验点

4

：蜂蜂挑战营

这是喜欢刺激项目的游人聚集地，旋转弹跳塔、高空飞翔等高

空项目引人尖叫连连。

体验点

5

：魔幻山水

当夜幕降临，各色光影将翼天欢乐世界渲染为一个梦幻世界。

除了当季的演出，自带浪漫色彩的旋转木马、云中之旅（ 摩天轮）是

人们最喜欢的两处游玩点，围栏前的队伍常常排成长龙，前来体验

的人们依然乐此不疲。

体验点

6

：欢乐小镇

当你在娱乐设施中玩累了， 便能前往欢乐小镇解锁生活新体

验。在儿童职业体验区域，记者看到不少家长带着小朋友们参与各

种职业体验，孩子们纷纷变身“ 匠人”，成为消防员、古代郎中、镖师

等等，参与感十足。另外，在欢乐小镇的网红屋、

3D

画廊、密室逃脱

等沉浸式场馆中， 游客也能感受到与朋友、 家人在一起的悠然之

乐。 缤纷的色彩做背景，更是一个拍照打卡的好去处！

推荐亲子游玩路线：

森林小火车—花海牧场—萌宠天地—旋转木马—青青草原剧

场—精灵洞穴—兵蜂碰碰车—小巨人—欢乐小镇

翼天欢乐世界

亲子游好去处

本报记者 陈建 见习记者 钟芷涵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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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中之旅

梧风洞游步道

彩虹童话村

美食节民俗表演

晒出柿子的幸福“红”

萌宠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