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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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节临近 ， 就地过节成为大众热议话题 。

1

月

8

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11

部门联合印发的《 关于做好

2021

年春运工作和加强春运疫情防控的意见》 提出 ，

积极引导错峰出行 ，倡导职工群众就地过节 。 为了满

足大众过节需求 ，上饶文化和旅游系统也备好了旅游

“ 大餐”，为群众送上节日“ 礼包”。

日前 ，上饶旅行商大会暨“ 大美上饶过大年 ”旅游

季系列活动正式启动 ， 积极推出了大美上饶过大年 、

《 唱支山歌给党听》红色体验线路 、山村湖康养之旅线

路 ，展现上饶冬季产品的丰富多彩和独特魅力 。 三清

山景区主打“ 赏雪景 、品民俗 、看直播 ”，推出了系列主

题活动 。 除了传统“ 晒秋 ”文化 ，婺源江湾还将推出电

音民俗嘉年华等活动 ，通过将传统婺源年俗与年轻时

尚元素相结合 ，新旧文化的碰撞与交融 ，打造趣味时

尚的过大年活动 。 德兴市则开启了以红色教育 、绿色

休闲为主题的红色文化和生态旅游经典线路 ，正月初

一到十五免费开放。

大美上饶过大年，既要让“ 年味不减”，也需要防控从

严。 记者提醒，大家在体验年味的同时，也要密切关注各

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部门发布的疫情风险情况， 继续保

持警惕状态，避免麻痹心理，做好自我防护，戴口罩、勤洗

手；测体温、勤消毒；不聚集、勤通风。

腊月，岁寒，时间悠然前行。让我们脚踏腊月长歌，待

凛冬离去，等春暖花开！

乐行走

肺结核， 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

国，是很难治的病，俗称“ 痨病”，令人谈之

色变。 方志敏由于自幼清苦，又长年颠沛

流离染上了肺病。

1923

年初，他回南昌筹备文化书社，

一连几个月的苦战，严重损害了健康。 他

三天两头发烧，一连吐了三次血，带病苦

熬到

1923

年

3

月，终于病倒了，体温升到

摄氏四十一度，不得不住院。

1925

年， 上海五卅运动爆发后 ，他

参加“ 江西沪案后援会 ”工作 ，有时整夜

不睡觉，又吐血不止 。 只是当时吐血的

时候 ，就静卧几天 ，病稍好了 ，又起来

干，一干又病，病因此越拖越厉害。这年

下半年， 在江西军阀政府的眼皮底下 ，

方志敏负责发动群众做迎接北伐军准

备工作，由于环境险恶 ，食不果腹 ，居无

定所， 他病情恶化，“ 走多了路吐血 ，睡

久了觉吐血，受了什么刺激也吐血。 ”他

仍然是“ 干而复病，病好复干 ”。 他到广

州政府请愿出师北伐 ， 他再次发病 ，病

的比过去哪一次都厉害，几至于死。

方志敏后来说：“ 自国共合作以来，共

产党为革命所尽的力，所流的血，所付出

的牺牲，不可谓不多了。”“ 我自

1922

年参

加革命，到

1927

年，共有六年，都是做国

民革命的工作。 在这六年过程中，虽因肺

病的纠缠，当然妨害不少时间，但只要有

一天病好，我就得积极工作一天。 ”

（ 丁一岸）

本报讯 记者陈建 见习记

者钟芷涵报道：日前，三清山旅

游局与大型手游“ 贪玩蓝月”传

奇联动，“ 三清山版”服务器已火

爆开服。据了解，三清山入驻“ 贪

玩蓝月”手游，以三清山秀美风

光为游戏场景，以三清故事为游

戏剧情在游戏中多处呈现，受到

了广大用户的喜爱。 目前，该游

戏用户数已突破

50

万人， 并在

持续增长中。

三清山奇峰俊秀、 云雾缭

绕、仙气逼人，自古享有“ 天下第

一仙山”的美誉。 高耸的峰林之

间，云雾的缥缈聚散留给人们超

多的想象空间。景区内十大绝景

生动传神、独具风骚。 不管是这

里的气候环境， 还是历史文化，

亦或是神话故事的传奇色彩，都

让三清山与贪玩蓝月的手游主

题非常契合， 也正是各路游戏

“ 王者”论战的绝佳所在！

此次三清山与“ 贪玩蓝月”

手游的合作，通过游戏场景融合

景区景点的模式，借助电竞游戏

IP

，为景区打造了独特的游戏艺

术文化。三清山景区也为这款风

靡全球的游戏增加了更多独特

的中国元素，吸引众多游戏玩家

到现实中的三清山打卡美景，感

受走出游戏，亲临仙境的喜悦。

据悉，本次合作是三清山文

旅融合的一次新探索、 新突破，

也是三清山“ 旅游

+

手游”的深度

融合发展。 让三清山成为年轻、

活力、时尚、动感的旅游目的地

景区的同时，进一步推动了三清

山的品牌宣传与文化发展，也为

三清山建设全域旅游样板景区

增添新动力！

1935

年

1

月

29

日下午， 方志

敏被敌人用临时劈制的竹轿子从高

竹山铜线坑经枫树岭头， 押到陇首

干坑坞七二七团团部。 那位胖麻子

团长和瘦猴子副团长， 满脸堆着奸

笑，从团部出来迎接，表现出他们即

将首功告成的喜悦心情。 他俩先虚

伪地对方志敏说了些恭维的话，方

志敏坦然地蔑视一笑， 便一步一步

地走进这座汪氏宗祠门院。

当天， 敌人对方志敏进行了审

讯，可是什么也没有得到。

晚上

8

时 ， 敌团长一再要求

方志敏写点什么文字 ， 便于他们

向主子去请功领赏 ， 方志敏为了

避免敌人问东问西 ， 于是奋笔疾

书 ， 写出了一篇表现共产党人光

明磊落 、 坚贞不屈大无畏气概的

《 方志敏自述》 ：

方志敏，弋阳人，年三十六岁，

知识分子， 于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参加第一次大革命。一九二

六— 一九二七年，曾任江西省农民

协会秘书长。大革命失败后，潜回弋

阳进行土地革命运动， 创造苏区和

红军，经过八年的艰苦斗争，革命意

志，益加坚定，这次随红十军团去皖

南行动，回苏区时被俘，我对于政治

上总的意见， 也就是共产党所主张

的意见。 我已认定苏维埃可以救中

国，革命必能得最后的胜利，我愿意

牺牲一切，贡献于苏维埃和革命，我

这几十年所做的革命工作， 都是公

开的， 差不多谁都知道， 详述不必

要，仅述如上。 ———方志敏（ 一九三

五年一月二十九日晚八时）

编者的话：

百年风雨兼程，初心历久弥坚。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本报

自今日起与市委党史办联合推出“红色故事汇”专栏，追述发生在上饶的红

色故事，生动再现动人心魄的历史画面。 通过红色故事的讲述，传承红色基

因，激励大家大力弘扬革命精神，不断开创上饶发展新局面。

三清山入驻“贪玩蓝月” 服务器火爆开服

游

消息

呕心沥血 为了可爱的中国

———他的革命意志从未削减

认定苏维埃可以救中国

———方志敏坚贞不屈写自述

三百余字的自述成为方志敏狱中第一篇手稿

诗意腊月美食飘香

就地过年喜迎新春

如果说，观山水景物是眼睛的旅行，看人文景观是

思想上的旅行，那么，品美食就是舌尖上的旅行。 唯有

足够的能量，方能抵御冬天的严寒，而美好的秋冬食物

正带给人这样的能量，积极、美好而且温暖人心。 经过

前三季的铺排，许多食材到了这个季节愈加肥美，化作

冬日餐桌上的丰富佳肴，待你品尝。 而旅游大餐，更是

年味不减。

“ 没有什么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如果有，

那就两顿。 ”先来一顿火锅，才是开启冬天的最佳

仪式感。“ 每到冬天，最开心的事情莫过于和朋友、

家人，一群人围坐在一起涮火锅了！ ”黄小姐说，在

等待放进锅里的食物都沸腾时， 就像把所有不顺

利的事情也扔进了，心情一瞬间就治愈了。一锅汤

底，各种食材，荤素搭配，美味无比。

上周，记者来到庆丰路上的市井火锅发现，这

是一家非常适合小胃口的女孩们前去约会的火锅

店，店铺不大却非常有格调，楼梯间是八九十年代

的影视海报，背景音乐是

80

、

90

后关于五月天、周

杰伦等歌手青春的回忆。 将一小杯一小杯颜色丰

富的食材围在火锅旁边，看着就满满的食欲。

“ 寒冬时节，没有什么比羊肉更滋补的了！ ”

95

后的周小姐是个火锅迷，从四川、重庆的麻

辣火锅， 到潮汕牛肉火锅， 还有老北京的铜锅

等，不用一个冬天，她都能吃个遍。 她说最好吃

的，还是羊肉锅，“ 当羊肉锅里混入冬笋、芹菜、

玉米，还有养生的枸杞，别提有多美味了。 ”

在城市的车水马龙中， 寻找到一份契合自

己胃口的美食，这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

要了解一个地方，就得从当地的美食开始！

在三清山脚下，有一种特别的民间吃法，叫贺汤酒。 办

“ 贺汤酒”时，村里老少都会相聚古宅，八人一桌，桌上都摆有

村民们自家酿的烧酒。据介绍，开席时，热气腾腾的菜肴会一

碗一盘有序地端上来，如此反复，顺序非常有讲究，且大部分

菜都是采用本地种植的土货。此外，一边吃着“ 贺汤酒”，古戏

台上还会一边进行丰富的民俗表演，可想而知，这样的民俗

大餐有多热闹了！

婺源除了乡村美景，美食也不会让人失望。 清蒸荷包红

鲤鱼肉质肥美细腻，汤味鲜美，有较高的食疗功能和医用价

值； 而香糯适中的汽糕也是来婺源不可错过的一道小吃，口

感爽滑有弹性；还有糯米子糕、婺源蒸菜等。 尤值得一提的

是，在冬日，原汁原味的乡村野菜尤其受欢迎。赶上尝过美食

后，烫上一壶好茶，旅行的时光也会变得很有“ 当地味”。

旅游大餐 就地过年也精彩

火锅大餐 寻味感受温暖

民俗大餐 开胃更见惊喜

本报记者 陈建 钟芷涵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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