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游

消息

12

月

29

日，在冬日的三清山上，来自国内

外的演艺界文化名人、媒体大咖、数百位旅行商

齐聚一堂，共赴一场跨年之约。“ 大美上饶过大

年” 旅游季启动活动正式展开， 活动启动仪式

上，正式发布上饶过大年旅游季精品线路。由上

饶市文广新旅局统一编制整合的红色文化体验

线、唱支山歌给党听唱响之旅、山村湖旅游精品

线这三条精品线路将闪亮登场， 展现上饶冬季

旅游产品的丰富多彩和独特魅力。

在活动现场，上饶各旅游景区过大年活动、

产品线路及优惠政策也正式发布。 活动现场设

有合作交流区、各县市区商品展示区、网红直播

区、 美食体验区等区域。 整个活动现场气氛热

烈，温暖满满。既有嘉宾们为三清山定制创作的

《 魅力三清》脱口秀和太极表演，还有中国书法

秀、阿卡贝拉表演以及震撼人心的音乐剧演唱。

除了冬季旅游优惠力度特别大之外， 三清

山景区主题活动也是丰富多彩。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

月

17

日期间，民俗灯会活动、登山祈福

新年活动以及民俗大表演系列活动陆续袭来，

民俗表演盛大而隆重，游客既能参与其中，感受

三清文化，又能登山祈福，多添福乐。

在这个寒冬 ， 让我们以山岚和美物送别

2020

， 以清晨的阳光和云雾迎来崭新的

2021

年！

出 游 贴 士

东部索道上山，

30

分钟后到巨蟒峰

→

往右

禹皇顶

→

阳光海岸景区

→

三清宫景区

→

西海岸

景区

→

南清园景区

→

返回东部索道下山。

南部索道上山 ，

20-30

分钟后到日上山

庄

→

南清园景区

→

左上西海岸景区

→

三清宫景

区

→

阳光海岸景区

→

南清园景区

→

返回南部索

道下山。

灵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协办

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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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2

月

31

日 星期四

6

同样的风景 不同的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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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

乐行走

寻

味

上饶招牌菜系

———横峰“阳山吊锅”

本报记者 蒋学华 文

/

图

27

在横峰县的北部有一处群

山环绕的乡村———阳山， 这里

就是吊锅的发源地。

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独特

的饮食习惯， 吊锅这种方式就

是由长期住在深山里的村民们

所创造的。 过去冬季山区气温

低， 吃饭时菜上齐就凉了， 于

是， 山区的村民们为了吃上热

乎的饭菜， 就选择了最简单省

事方式来做饭： 把所有食材集

中起来， 分层次放入锅里加热

烹饪， 煮熟后一次性端上桌食

用 。 这样既解决了 “ 热菜凉

吃” 的现实困难， 又增添了冬

天围炉吃饭热气腾腾的氛围。

来到阳山， 必要去品尝一

下阳山吊锅。 “ 喜欢什么食材

自己加， 喜欢什么自己拿， 放

进吊锅中万物皆可煮”， 曾经

吃过一次的兰小姐说起来， 依

旧感觉回味无穷。 她说， 吃吊

锅有点像火锅， 都很容易吃出

氛围， 大家吃起来时， 总要留

意食材在锅里 “ 闹腾 ” 的时

机， 盯紧锅中的肉， 十分考验

手速。

虽然吊锅与火锅看起来十

分相似， 烹饪方式也都是使用

“ 煮”， 但吊锅不是火锅， 在烹

饪工具和食材用料上还是有区

别的。 总体来说， 阳山吊锅比

火锅要糙多了， 同东北大乱炖

一般， 但吊锅的菜品层次多且

丰富。 吊锅内， 一般有十种菜

品， 荤素搭配， 种类不一。 事

先将各菜肴烧好， 再按顺序放

入锅内： 腌制好的排骨先放置

在底部细炖 ， 不易煮烂的芋

头 、 萝卜等各种食蔬依次码

上， 最后盖上油豆腐， 再铺上

自制的辣椒油、 大蒜叶和红辣

椒， 等锅煮的“ 咕噜咕噜” 作

响宣告着自己已经熟了。 铁锅

下方粗陶盆内是燃红的木炭，

待到饭菜飘香 、 热气升腾之

时， 便忍不住下筷品尝， 一层

一层往下吃， 其味互渗， 食之

醇香， 色美又入味。 香鲜辣各

种滋味在口中“ 爆炸”， 令人

大呼过瘾。

每当冬季来临的时候， 一

大家人围坐桌前， 端着酒， 品

味着眼前热气腾腾的吊锅， 一

种眷念， 便静静地升腾于每个

人的内心深处。

本报讯 记者 陈建 见习记

者 钟芷涵 报道： 飞歌雅颂赞

华年，溢彩流光唱新春。

12

月

23

日下午

2

点，由弋阳县委统

战部主办， 上饶市龟峰风景名

胜区管理委员会与弋阳县新的

社会阶层人士联合会承办的

“ 舞动新阶层 唱响新弋阳 ”相

聚龟峰迎新年文艺专场活动在

龟峰游客中心广场精彩上演。

活动现场十分火爆， 人山

人海，游客络绎不绝。 首先，一

场精彩纷呈的舞狮表演拉开了

整场演出的序幕， 也赢得了观

众阵阵的欢呼和掌声。随后，一

首首浑厚的歌曲， 嘹亮的歌声

在龟峰唱响，大合唱《 从春天走

来》和《 江上龟峰天下稀》 ，优美

动听，深入人心。 表演期间，配

乐诗歌朗诵 《 画出最美同心

圆》 、少儿舞蹈《 龟峰赋》 、民族

舞《 太阳出来喜洋洋》 、杂技《 时

来运转》 、舞蹈《 雨打芭蕉》 、武

术《 功夫少年》等歌舞节目轮番

上演， 优美的歌曲， 婀娜的舞

姿， 不仅给现场游客献上一场

视听盛宴， 还展现了龟峰人和

弋阳县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新

面貌及自信。

本次活动的举办得到了各

界支持和市民的热烈响应，精

彩的节目吸引了近千名市民围

观喝彩。青山绿水间的歌曲，生

态文明里的舞蹈， 让游客在如

诗如画的龟峰游玩时， 体验到

弋阳人的多才多艺和热情好

客， 感受弋阳多姿多彩的文化

魅力与醉美山水。

相聚龟峰

迎新年文艺活动开幕

转眼间 ，

2020

年就要画上

句号，

2021

年朝我们姗姗而来，

你想好和谁一起度过跨年的倒

计时了吗？

今年，随着高铁和高速公路

的发展，周边游、跨省游越来越

方便。在

12

月

26

日召开的第八

届中国旅游产业发展年会上，上

饶更是获得 “高铁旅游名城”荣

誉称号。元旦假期，到各县市区、

邻省赏冬景，游乡村、逛古街、品

民俗、尝美食，在旅游途中，一起

分享年味的喜悦，在高山之巅看

山川岁月，在新年烟火中许下心

愿，满怀憧憬地迈入

2021

年。

婺源 ，地处国家黄金旅游圈腹地 ，出行四通

八达 ，一小时车程内有三个机场 ，境内有两条高

速公路 ，京福高铁和九景衢动车铁路在婺源十字

交汇 ，每天有

80

多趟高铁停靠婺源站 ，四小时内

可达上海 、杭州 、南昌 、武汉 、福州 、合肥等城市 ，

出行十分便利 。年末的婺源 ，家家户户贴春联 、挂

灯笼 ，晒楼晾上咸鱼腊肉 ，晒架上晒满火红的辣

椒 ，红红火火 。 各家土灶生烟 ，粽香弥漫 ，好不热

闹 。 游客既可感受最美乡村的新年氛围 ，也可以

感受当地浓郁的年俗文化 ，来一场跨越时空的寻

梦之旅 。

婺源冬季游览路线有多条 ，步行 、自驾 、乘车

皆可由游客自由搭配。 篁岭景区开展了满是年味

的“ 民俗文化季 ”系列活动 ，花样民俗体验游戏 、

踩高跷、抽陀螺、滚铁环等。 游客还可以重温儿时

记忆， 当地还原了旧时年味的集市， 在天街上现

场写春联 ，卖糖葫芦 、打爆米花 、压米糖 ，让各个

年龄层的游客在篁岭找回曾经的故乡。

现在前往， 游客还能享受各种优惠 。 婺源的

“ 左邻右舍 ”（ 上饶市 、景德镇市 、衢州市 、黄山市

及绩溪县） 居民只要参与婺源风景区微信活动链

接的转发活动 ，就能享受优惠 。 优惠政策从

2021

年

1

月

1

日 （ 元旦） 起持续到

2

月

10

日 （ 小除

夕） 。 江西婺源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景区通票特价

由原来价格

210

元降为

105

元 ， 旗下景区单点门

票由原来价格

60

元降为

30

元。此外，凡是本次活

动参与者，可免费参观婺源县物元艺术馆。

出 游 贴 士

北线景区：思溪延村（国家

4A

）、卧龙谷 （国家

4A

）、灵岩洞 （国家

4A

）、严田风景区 （国家

4A

）、

彩虹桥（修复中）、百柱宗祠、石城

东线景区 ：江湾 （国家

5A

）、李坑 （国家

4A

）、

汪口（国家

4A

）、江岭、晓起

西线景区：文公山（国家

4A

）

让我们以一场旅行迎接

跨

年

本报记者 陈建 见习记者 钟芷涵 文

/

图

再见

2020

2021

你好

婺源乡村跨新年

三清山自驾过元旦

本周是

2020

年的最后一周，也是

2021

年的

第一周。 挥别

2020

年，跨年需要“ 仪式感”，何不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跨年旅行。 日前，携程网发布

“

3

亿人元旦跨年热搜大数据” 显示，

12

月下旬，

跨年旅行、元旦旅行进入预定高峰期。 很多人翻

山越海，在旅途中迎接新的一年。

“ 很长时间没有出过远门了， 为了即将到来

的跨年行程， 我还特意请了

3

天年假！” 已经和

朋友约好在杭州跨年的市民黄子薇表示， 对此

次省外跨年充满期待， 看了许许多多的旅游攻

略， 希望能在西湖边邂逅雪花， 雷峰塔里感受

传奇。

跨年前夕， 想坐高铁去跨年， 邻省浙江杭

州的确是个不错的选择， 乘坐高铁从上饶到杭

州东只需要

2

小时左右的车程。 最有仪式感的

活动要数国大广场的跨年倒计时活动， 最佳观

赏角度是七仙女喷泉附近， 跨年晚上必定十分

热闹。 此外， 还有杭州西溪听芦节、 云曼温泉

新年音乐派对、 杭州 《 太阳马戏》 、 杭州宋城跨

年奇遇夜等跨年活动。

杭州人庆祝元旦，必定会去寺庙敲钟，祈祷

来年风调雨顺。 净慈寺敲钟活动也历代相传，成

为杭州当地人新年祈福的传统节日，其北面的雷

峰塔也有新年登高祈福活动。

出 游 贴 士

上饶站乘高铁可直达杭州东高铁站，全程约

1

小时

40

分钟。 跨年出行，游客众多，为减少旅

途风险，除了需提前计划好行程，做好安全防护

措施外，大家还需严格遵守地方防疫规定，保持

人际距离，自觉做好个人防护。 尤其是跨地区出

行， 要提前了解当地的疫情形势和防控政策，了

解目的地近期是否有病例，同时老年人、孕妇、慢

性病患者应尽量减少出行。

邻省跨年受青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