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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风景 不同的精彩

周 刊

旅游

乐行走

岁末，我到灵山来听雪

“ 昨晚灵山景区下雪了！ ”

2020

年

12

月

30

日一大早， 正在参加上饶日

报社新闻通讯员培训班的同学们听到

这个好消息，大家都很激动，因为下午

就要前往灵山进行新闻采写技能户外

采风实践课。

昨天瓢泼大雨，晚上高山飘雪，早

上起来却是阳光普照， 短短十几个小

时， 三种天气神奇变幻， 让我喜出望

外：“

2020

年的确不平凡，这岁末最后

三天也让我如此刻骨铭心， 不仅听到

省市专家老师精彩的授课， 见到老朋

友，认识新伙伴，了却了

20

多年的心

愿，而且巧遇灵山下雪，能够欣赏难得

一见的灵山雪景，收获多多，真是瑞雪

兆丰年，新年‘ 牛’转乾坤了！ ”

江西灵山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和

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 。 其主峰海拔

1496

米， 方圆

200

余平方公里景区

内 ，有

72

峰 、

36

瀑 、

99

座宫

(

观 、殿

)

、

108

处景点、

400

多处景观景物， 且交

通便利，距上饶市中心仅

18

公里。 下

午

1

时，我们在回禾酒店集合，乘坐大

巴，沿着上饶大道直达灵山脚下。

采风路上，大巴车里弥漫着兴奋与

激动。 坐在车窗边的横峰县同学告诉

我，在车上远远眺望灵山，她如一位安

静仰卧着的“ 睡美人”，自西往东依次可

看出头、乳、腹、腿，或凹或凸的曲线勾

勒出一个仰卧天地之间的美女形象。古

往今来，春夏交替，这回白雪如棉被轻

轻覆盖，睡美人静静地仰卧睡着不肯醒

来，仿佛在思考灵山的万年之谜。

我们在景区山脚乘缆车上山，缆

车缓缓滑动上升，越过层层梯田、茂林

修竹， 无边斑斓簇拥着的环状花岗岩

峰林地貌的山奔腾而来。 通过报社老

师的热心讲解， 加上我们盲人特有的

丰富想象力， 我真切感知到灵山千奇

百怪顽石的生命所在。 我仿佛走进一

幅绝美的画卷， 灵山石头的韵味与冰

雪相融，令人沉醉。

下了缆车， 我们从索道站右侧出

发，沿着人工栈道上山，绵延约

9

公里

的栈道如一条神龙，盘旋于峭壁之上，

处处蜿蜒、 险象环生， 台阶上厚雪覆

盖，踏之如毯，两侧雪压树枝，垂手肃

立，给我们最天然的礼遇。

拾级而上，冰雪越来越多，雪景越

来越美，爱人兴奋地拍照发抖音，在前

面用声音为我带路， 我弓着背一步一

步跟着人流缓缓上山， 竖起耳朵仔细

聆听周边冰雪飘落的声音， 有同学看

到雪景的赞美声， 还有美女看到奇景

的尖叫声，声声入耳，一点一点汇聚成

为我的特殊赏雪感受，那真是：一步一

台阶，步步皆收获！

在半山腰上，依崖观风雪，往日葱

茏的群山，今天银装素裹。让人不禁想

起那句诗“ 青山原不老，为雪白了头”。

厚厚的白雪， 除了树干， 到处玉白一

片，空气都显得特别洁净。我有幸摸到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轻轻拉下路

边树木枝条， 凑上去亲吻枝条上的雪

儿，细细品味枝条上的冰雪。 不料，树

上冰雪纷纷落下，瞬间白雪满头。此景

又让我想起近日频见的一个句子：“ 下

雪了，一定要约喜爱的人出去走走，因

为一不小心就白了头！ ”

有人说，旅游的最高境界在于“ 心

游 ”，在这冰雪世界中 ，走悬崖 、攀峭

壁，堆雪人，我手摸耳听“ 心游”了灵山

的美丽神奇。 一路攀登， 我们走走停

停，不断有年轻的登山者超越。爱人有

意放慢脚步，保持我们能始终同行，就

像生活中她的善解人意、沉稳大度。险

要路段，我们肩并肩携手而上，正如平

时生活中两人肩负重担、 依旧风雨兼

程，言行默契，加之绝美的灵山景物，

虽承受了冰雪登山的艰难困苦， 却无

比惬意洒脱。

下午

3

时， 视力障碍的我跟随报

社采风团，当成功登顶灵山时，心底便

涌出“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自

豪和满足！

脚踏灵山冰雪“ 咔嚓，咔嚓”响着，

我静静聆听导游的讲解，听着同学们观

赏雪景的惊叹声，还有专业摄像机抢拍

雪景的咔嚓声，嗅着满山遍野绿树翠竹

散发的清香味，好似腾云驾雾飘飘欲仙

了！我顺手抓起一把雪，就往嘴里塞，慢

慢咀嚼，清爽直透心脾，登山的劳累一

扫而光。 我对着山谷吼叫，全部的回声

都在对我说

:

“ 灵山，我来啦！ ”

一路聆听灵山雪景， 感知真正的

快乐是心灵的快乐。这正是：饶城风景

最绝伦，妩媚婀娜睡美人。竹海连绵环

峭壁，奇石无限上白云。龟蛇同体真情

久， 雀兔相依爱恋深。 一柱擎天足震

撼，更添瑞雪长精神。 （ 陈新平）

本报讯 记者 陈建 钟芷涵报道：

元旦假期， 我市各个景区活动多姿多

彩， 市民游客迎接新年的方式多种多

样，一片红火。婺源江湾风景区举办了

“ 最美乡村过大年”活动，为市民和游

客带来一场热闹、 时尚又充满婺源风

情特色的文化盛宴。 大茅山风景区则

有大片风景优美的枫叶林， 让人静享

冬日光景。龟峰景区丰富的新春活动、

缤纷多彩的风景和深厚的历史文化不

断吸引着游人的脚步。灵山的“ 天空之

境”打卡处满是欢声笑语，游客们纷纷

拍照留念。

据三清山管委会统计数据显示，

1

月

1

日

-2

日 ， 三清山接待游客

17070

人次 （ 过闸机

4498

人） ， 同比

增长

19.6%

， 旅游综合收入

136.6

万

元 ，同比增长

11.4%

；结合酒店预订

和门票预售情况， 预计

1

月

3

日，三

清山接待游客

5100

人次， 旅游综合

收入

45.9

万元。

假期旅游一片欣欣向荣的同时，

各大景区防疫措施依然严格， 市民文

明有序。 在三清山景区内，记者看到，

虽然游客众多， 但景区已经做好了客

流疏导措施， 同时还有专人负责检查

游客的健康码。此外，卫生保洁工作也

保持了假期的高密度， 保持环境卫生

干净整洁。

在灵山风景区，客流如鲫，但各个

景点门前排好了铁栏杆引导客流，游

客井然有序， 文明拥抱清晨的第一缕

风景。

文明游览之风同样出现在望仙谷

景区和葛仙村度假区， 风景区内的志

愿者在帮助游客指路的同时， 还广泛

宣传垃圾分类、疫情防控等文明风尚。

有志愿者告诉记者， 如今游客观景的

文明程度已经有了很大提升， 志愿者

也显得没有以前那么“ 忙”了。

元旦假期

我市旅游一片红火

乐

行走

走

出

家

门

，

乐

享

假

期

新

生

活

新年伊始，寒潮没有阻挡市民的出游热情，天气

似乎也感受到节日的气氛有所好转。 元旦假期，我市

各地街头灯火璀璨，游人如织，众多市民都选择走出

家门，就近赏风景，登山祈福运，观看艺术表演，感受

节日气氛，共同庆贺新年到来。

元旦假期，饶城各地也纷纷开启“ 文化盛宴”。在

各地影院，观影的市民络绎不绝，夜间放映厅几乎全

部满场。在新华书店，不少市民选择用阅读来丰富假

期生活， 寻找文创产品的乐趣与浓郁的阅读氛围交

融。上饶市博物馆免费开放的各个主题展，也吸引了

不少市民前来观赏。

同时，为庆祝中国共产党诞辰

100

周年 ，讴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建设的伟大成就和精神

风貌，讴歌大美上饶，喜迎

2021

新年到来，

2020

年

12

月

21

日

-2021

年

1

月

5

日，由上饶市美协主办，

上饶市文化馆、上饶开明画院联合承办的“ 百年辉

煌新时代”———上饶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水彩画展成功举办，展出期间，广大书画艺术工

作者、书画爱好者、群众一道兴致勃勃地观展。本次

水彩画展的举办，既为新年的饶城增添了浓厚的文

化气息和氛围，又丰富活跃了广大市民的节日精神

和文化生活。

据了解，本次水彩画展展出的

100

件作品，形式

多样，风格多元，尤其在思想性、艺术性、时代性上体

现出上饶美术家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的不懈努

力。参加水彩画展的除了有上饶市美协会员、画院专

业画家、高等院校和中小学校的专业教师、大学生和

水彩画爱好者外， 还有上饶著名老艺术家、

95

岁高

龄的李友仁先生的水彩画作品参展， 为本次水彩画

展增添光彩，让市民感受上饶美术薪火相传、充满活

力的文化生态。

元旦假期， 饶城周边免费开放的龙潭湖

公园、陆羽公园、紫阳公园等公园，受到不少

市民青睐。

1

月

2

日，天气正好，龙潭湖公园

内不少市民在公园内健身休闲、放飞心情，乐

享悠闲的假日时光。

公园游除了是亲子家庭的首选外， 还是

不少年轻人的乐游之地。“ 和朋友约好来野

餐， 就一起买了些零食， 还带了自制的小便

当。 ”年轻人活力满满，好看的餐布上像是摆

满了对生活的小期许。市民周小姐感叹，野餐

之余，沿着蜿蜒的林间游步道拾级而上，聆听

着耳边的鸟鸣，亲近自然，来一场慢跑，也是

一种别样的享受。

此外，在假期，来到云碧峰国家森林公园

的市民也络绎不绝，比平常多了一倍。周围的

栏杆上张灯结彩，与苍翠的树木映衬，别有一

番喜庆气氛。“ 这里变化很大，感觉道路更宽

阔了，运动设施也更齐全了！ ”一位年轻的小

伙子告诉记者，上次来森林公园还是两年前，

虽有变化，但依旧热闹。

岁末年初， 我市不少公司企业都组织

了一场团建之旅， 让大家对新的一年满怀

憧憬。拓展、团建活动是近年来企业新兴的

一种企业文化活动。 团建项目倾向兼具竞

技、 娱乐、 健身于一体的趣味训练综合活

动。 它会把人们从日常繁重的工作中解脱

出来， 让人们释放工作压力， 同时凝心聚

力。团建旅行升温，不仅助力了本地及周边

乡村游、生态游的发展，而且提升了主题酒

店和民宿的入住率。

据了解，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多

数企业团建在选择旅行目的地偏向了本地

旅游景点，如广丰、婺源等。同时，不少景区

也为团建活动提供了更多层次的项目和服

务， 日前婺源篁岭文旅为丰富广大员工业

余文化生活所举办的第四届冬季趣味运动

会就受到大家一致好评，活动集竞技性、协

作性、趣味性于一体。

阳光明媚的早晨，葛仙山上风光正好，

游人如织。

1

月

1

日，九江银行上饶分行的

职员们一同来到葛仙山上游玩， 在这里举

行了一年一度团建“ 勇攀高峰”迎新年登山

比赛，祈福来年步步高。 休息间隙，银行职

员余女士笑逐颜开，她表示：“ 新年新气象，

如果每年都举办这样的团建来迎接新年，

还是很有仪式感的。 ”

■

本报记者 陈建 钟芷涵 文

/

图

团建游 新年新气象 文化游 品文化盛宴

公园游 享假日时光

来婺源看“文化大戏”

1

月

1

日，元旦假期的第一天，婺源江湾景区举办了

2021

年婺源“最美乡村

过大年”系列活动暨非遗扶贫年货展销活动，除了精彩的徽剧表演、傩舞演出等

非遗项目，还进行了打麻糍、写春联等民俗活动展示，活动连轴不断，节日气氛浓

厚，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游客乐享“文化元旦”。

据统计，

2021

年元旦假日期间婺源县共接待游客

2.5

万人次，购票

1.5

万人

次，同比增长

71.4%

，实现综合收入

2295

万元，婺源各景区呈现一派热热闹闹的

跨年新气象！

单长华 记者 陈建 钟芷涵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