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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清山桥牌公开赛火热开赛

本 报 讯 记 者 陈 建

见 习 记 者 钟 芷 涵 报 道 ：

“ 三清天下秀， 桥牌论英

雄。”三清山已成功举办了

五届全国性的桥牌公开

赛，而

2020

第六届三清山

桥牌公开赛也在今天火热

开赛 。

11

月

26

日至

29

日， 为期四天的三清山桥

牌赛将为我们带来一场旅

游运动与智力博弈的完美

结合， 也是一次对外展示

“ 大美三清”的好时机。

桥牌， 是一项锻炼脑

力的高雅运动， 是一项集

数学计算、逻辑推理、运筹

设计、 心理学于一体的健

康有益的文化体育。 常打

桥牌不仅可以舒缓压力、

调节精神、增加生活情趣，

还能有助于智力开发，对

于保持思维的活跃， 延缓

衰老可以起到积极的作

用。 而这也与三清山倡导

养生的理念相契合。

三清山是一座养生

之山，其源远流长的道教

文化及得天独厚的自然

资源， 景区内千峰竞秀、

万壑奔流、 古树茂盛、珍

禽栖息， 终年云缠雾绕，

充满仙风神韵。 看到桥牌

公开赛 ， 就能想到三清

山！ 三清山桥牌公开赛的

连续举办 ，是三清山“ 旅

游

+

体育” 转型的成功体

现。“ 三清山杯”全国桥牌

公开赛已经成为三清山

对外交流的重要载体和

纽带。 此次桥牌公开赛的

举办，进一步丰富了三清

山旅游文化内涵，扩大了

“ 三清天下秀” 知名度和

影响力。

本 报 讯 记 者 陈 建

见习记者 钟芷涵 报道 ：

“ 寓教于乐， 寓学于趣”。

11

月中旬，三清山景区再

度迎来了研学热潮。

研学学子们在老师的

带领下， 来到了三清山地

质博物馆进行参观。 该馆

以体现三清山地质遗址为

主线， 充分展示了三清山

生物的多样性、 道教文化

的源远流长、 民俗文化的

特色。 地质博物馆里的各

个展厅中， 为大家展现了

地球探秘、地质演化、三清

山花岗岩地貌等丰富的内

容。 同学们一边听着老师

的讲解， 一边发问、 做笔

记，时不时互相讨论，驻足

观看，认真极了。 此外，大

家还参加了实用的军训演

练， 在演练中培养自己的

实践能力、团队精神。

最好的课堂在路上 。

据悉，目前三清山已有多

处研学基地，如三清山地

质博物馆、三清山神仙谷

研学旅行教育实践基地、

三清山逍遥谷研学基地、

三清山国际研学营地等，

皆已成为大 、中 、小学生

的研学实践的心仪之地。

近年来， 为了吸引广

大学生走出校园、 走进大

自然， 体验益智增能的研

学活动， 三清山通过充分

利用景区独特的资源价值

优势 ，凭借“ 旅游

+

研学 ”

模式，大力发展研学游，让

“ 游”“ 学”交融，为学生们

带来了不一样的文化体

验， 成为广大师生学习研

学的理想目的地， 同时助

力旅游产业转型升级。

三清山景区

再迎研学热潮

最佳观赏期

11

月中旬到

12

月上旬

最佳观赏地

婺源石城村： 由三面火红的

枫林围绕着的徽派古村落， 无论

是晨雾升腾的早晨， 还是落日的

黄昏， 石城的秋色都美得无法用

言语形容，一度被评选为“中国最

具人气的赏枫地”“摄影爱好者的

天堂”，吸引无数游客前来打卡。

婺源长溪村：长溪村周围青

山环抱 ，千山万壑 ，溪河缠绕 。

在长溪古驿道 ，高处俯瞰 ，美不

胜收。

广丰铜钹山： 高山湖泊星罗

棋布， 独特的自然风貌和人文景

观，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使得秋天

成为铜钹山一年里色彩最丰富的

季节。

位于上饶三清山脚下临湖镇， 信江源

头，一方好山水，孕育一道名菜———临湖豆

腐。 临湖豆腐久负盛名，是玉山县一道特色

菜，也是临湖的美食名片。 在临湖的农贸市

场，见得最多的便是“ 水灵、光鲜、白嫩”的临

湖豆腐，以及冻豆腐、油豆腐、水豆腐、圆豆

腐、绢豆腐，林林总总，五花八门。

漫步临湖的大街小巷， 豆腐坊随处可

见。 临湖人不仅把豆腐当作一道佳肴，更当

作一种饮食文化。 好水好豆好工艺，便是临

湖豆腐香飘千年的诀窍。临湖豆腐的制作有

着悠久的历史，人们所说“ 时间味道”，或许

在制作豆腐过程中，就能表现出来。 将豆子

碾磨、煮浆、凝固、滤水等一道道流程，一盒

盒豆腐就出现在我们眼前了。“ 为了保持豆

腐的原味，宁可多花些时间在制作上。”临湖

豆腐人，代代相传，传承与更替的是手艺人

不忘初心的发展之道。

当看着从豆子魔术般地变成餐桌上的

豆腐花、白豆腐、豆腐泡、豆腐干、千张等等

美食，便更加觉得美食来之不易。 临湖豆腐

最常见的做法非常简单，以肉沫、豆腐为原

料，加上一把葱花或是大蒜叶，看似平凡普

通，却更见临湖豆腐的特别。软嫩的豆腐，有

着浓郁的豆味，配以肉沫的肉香，和葱花的

清新，便有柔滑细腻的口感，清爽又馥郁的

滋味，在舌尖萦绕。

若你来了玉山县临湖镇，就可以找上一

家小店，吃上一碗豆腐，再配个临湖小炒菜，

享受“ 偷得浮生半日闲”的美日子

!

上饶招牌菜系

———玉山县“临湖豆腐”

本报记者 蒋学华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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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湖豆腐”家常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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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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

观察

乐行走

23

主料：豆腐、猪肉

辅料：葱、姜、蒜、生粉、糖、胡椒、豆瓣酱

调料：生抽、老抽

做法：

1

、豆腐切块备用，猪肉末用生粉腌制，备好姜沫、蒜沫、葱沫；

2

、油热，放入姜、蒜、豆瓣酱，炒香；

3

、加入肉沫，炒至分离，加水，调味料；

4

、放入豆腐，加盖中火慢炖

10

分钟左右，勾芡收汁，起锅，撒葱花即可。

初冬已来 “深秋”还在

本报记者 陈建 钟芷涵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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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去冬已至，不知不觉，

11

月

已接近末尾。 立冬、小雪虽已过，

但南方的冬总是来得迟一些。 灵

山竹海是绿浪翻滚的海洋，民居与

竹林相映成趣；云碧峰森林公园、

三清山风景区……红叶火红如血，

沁人心脾。 在这分外多彩的季节，

各地红叶观赏进入五彩斑斓的阶

段，各种颜色交织渐变，正是出游

的好时候。

在这初冬来临，秋未远行的日

子里，不妨四处走一走，抓住秋天

的尾巴，将绚丽唯美的秋末美景尽

收眼底吧！

上饶的初冬 ， 是红色的 。 初

冬时节 ， 婺源石城大片的枫叶便

是这里最靓丽的风景线 。 雾霭朦

胧的清晨 ， 黑瓦白墙的徽派民居

就在这湖水中静静伫立着 ， 红叶

飘飘， 若隐若现， 美得无比俊秀。

山丘 、 树林仿佛在薄雾中飘荡 ，

水鸟声声 、 秋虫啾啾 、 树叶哗哗

……随着日出不断变换 ， 眼前的

村庄一点一点填上淡淡色彩 ， 给

人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

去过婺源好几次， 每一次的感

觉都不一样。 如果说春天的婺源是

满眼的油菜花， 明媚灿烂， 那么此

刻的婺源便是“ 枫” 情万种， 别有

一番韵味。 每年此时， 枫叶泛红，

落叶缤纷， 总会吸引无数游客及摄

影师们前来。 据了解， 石城周围有

百余株枫树，

11

月

-12

月是枫叶最

佳观赏期。 每到周末， 接待赏枫游

客超过

7000

人次。

“ 想趁着淡季， 和朋友来感受

一下晚秋美景， 没想到来了婺源，

还是这么热闹！” 来自浙江的邱阿

姨和朋友拍照 、 唱歌 ， 玩得很开

心。 石城的晚秋， 丝毫没有秋天的

寂寥， 反而风韵无限。 充满诗意的

村庄被阳光镀了一层金色， 随手一

拍， 都是一张充满意境的风景照。

漫步在青石小路上， 抬头仰望， 秋

色便掩映在步道外的每处景致之

中。 或徒步、 或骑行， 感受雨后初

晴， 听着欢声笑语， 游人的脸上也

散发着笑意。

上饶的初冬，是黄色的。秋末冬初

的葛仙村里，屋庐间，银杏散落一地，

正值观赏最佳时期。 绚丽的黄叶舒展

着将树枝伸向天空，青山、民宿、红枫、

黄叶构成了一幅美丽的风景画。此外，

秋意盎然的晓起村，皇菊正盛；铜钹山

风景区秋意正浓，也是赏秋的好去处。

“ 听说广信有个望仙谷还挺热闹

的，一起去玩一下吗！ ”上周末，邻居

周阿姨心血来潮， 和朋友约了起来。

前往望仙谷的路很近，一路美景让时

光倏然而过。 驱车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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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道，沿石

狮 、煌固 、临湖 、郑坊 、华坛山镇方向

行驶 ，穿行在美景中 ，让人不由自主

想放慢车速。 秋日里，路边黄叶满枝

头，尽是风情。

距离望仙谷景区开幕已经过去一

个多月，景区仍人流如织。 远处，青灰

色的山崖上房屋、红枫、竹林、松柏，色

彩交织；近处，红桥、流水，相映成趣。

秋景融于自然，如画之美，让人不禁感

叹：“ 这天，真美！”登上峡谷远眺，山着

彩妆，林披霓裳，它正用最美的模样，

迎四方来客。

上饶的初冬，是五彩的。在这个色

彩斑斓的季节，丰收的脚步还未停下。

我们所熟悉的“ 人间烟火气”汇成了上

饶尝不尽的秋日味道。鄱阳湖的银鱼、

大闸蟹等水产品，饱满可口的柿子、马

家柚，热闹红火的婺源晒秋产品，均是

秋日里最美的味道， 吸引全国各地众

多游客纷至沓来。

值得一提的是，近日，广丰马家柚

入选了 “

2020

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

区”。 在广丰的马家柚种植基地，我们

可以看到金黄的马家柚铺满山坡，在

阳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 青绿橙黄的

色彩，传递着丰收的喜悦。“ 一口咬下

去， 那爆棚的幸福感简直要从嘴中溢

出来。”游客们可以在果园亲自观看马

家柚的丰收景况，体验摘果乐趣，品尝

马家柚那独特爽口的味道。

良辰美景与美食相伴， 秋日的上

饶别具一番浪漫。 就让我们一起跟随

落叶的脚步，慢慢品味深秋滋味。秋风

吹满一地金黄，落叶翩翩起舞，层林尽

染，美景如织，上饶各处，风光正好，秋

意正浓。

“枫”景如画

红叶似火

黄满枝头

风韵无限

秋日美味

寻香而来

秋浓拍客多

秋冬热门旅游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