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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风景 不同的精彩

周 刊

旅游

乐行走

一、三清山

万历四十四年（

1616

年），徐霞客游白岳山

及黄山之后，从浙江入闽，正是取道三清山东南

谷中，进入常玉古道，走广信、铅山闽赣古道，过

分水关，入福建崇安县游览九曲溪及幔亭峰的。

对此，徐霞客二十年后记忆犹新，《 江右游日记》

写到：“ 余昔从堨埠出裘里， 乃取道其东南谷中

者也。 ”这一次，他细致考察了三清山的区位及

山川走向，留下了三清山作为“ 浙、直、豫章三面

之水”分水岭的科学记录。

三清山是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 世界自

然遗产、世界地质公园、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国

家绿色旅游示范基地。 景区有南清园、西海岸、

三清宫、梯云岭、玉京峰、阳光海岸、玉灵观、三

洞口、冰玉洞、石鼓岭十大景区，三清山更是道

教名山，共计有景观景点达

1500

余处，是集自

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于一身的景区。

徐霞客游线三清山标志地具体涵盖遗产

点为三清山。

二、常玉古道玉山段

崇祯九年（

1636

年）十月十七日上午，徐

霞客从常山、玉山两县界的草萍驿进入玉山。

三里之西的屏风关是赣浙门户、 常玉古道玉

山段的起点。 徐霞客在这里考察了屏风关狮

子山山脉发源及水流走向，他指出“ 其脉南自

江山县二十七都之小筸岭， 西转江西永丰东

界，迤逦至此。 ”“ 脊西即有一涧南流，下流已

入鄱阳矣。 ”屏风关“ 累石为门，南北俱属于

山，是为东西分界。 ”之后，徐霞客沿常玉古道

玉山段行走，“ 又十里为古城铺，转而南行，渐

出山矣。又五里，为金鸡洞岭。仍转而西，又五

里，山塘铺，山遂大豁。 又十里，东津桥”，进入

玉山古县城。

徐霞客游线常玉古道玉山段标志地具体

涵盖遗产点有：屏风关、古城社区、横塘村、东

津桥。

三、玉山古县城

崇祯九年（

1636

年）十月十七日下午，徐

霞客从东津桥西走五里， 进入玉山古县城，

《 江右游日记》写到：“ 渡桥西五里，由玉山东

门入，里许，出西门。 城中荒落殊甚，而西城外

市肆聚焉，以下水之埠在也。 东津桥之水，绕

城南而西，至此胜舟。 时已下午，水涸无长舟

可附，得小舟至府，遂倩之行。 ”徐霞客在玉山

古县城游线记录清晰， 该标志地具体涵盖遗

产点有：古城墙、七里街、西门外码头遗址、文

成塔、阎立本墓。

四、信州沙溪片区

徐霞客于崇祯九年（

1636

年）十月十七日从

玉山沿信江水道走五十里到沙溪，当时已天黑，

仍然能看见“ 沙溪市肆甚盛，小舟次停河下者百

余艇，夹岸水舂之声不绝”，《 江右游日记》记录的

三句话极简练，又极传神。 一是说晚上沙溪的街

市仍然很繁荣兴盛； 二是说小小码头居然停靠

了一百多艘船只，暗示这里的商业很繁荣；三是

说沿河两岸传来水舂之声，不绝于野，这个“ 水

舂之声”即水碓舂米之声。 当然，这里应当不全

是舂米， 而应包含沙溪古镇自古以来的传统产

业，即加工苎麻织染夏布的工艺。

沙溪地处上饶市东大门，毗邻闽、浙两省，

东濒信江航道，水陆便利，商贾云集，贸易繁荣，

素有“ 饶东古镇”“ 江南麻埠”“ 夏布之乡” 等美

称，是江西三大特产之一的夏布主产区，夏布生

产总量约占全国生产总量的三分之一， 是江西

省乃至全国的重要夏布生产集散地。

徐霞客游线信州沙溪片区标志地具体涵

盖遗产点有：沙溪古码头、沙溪镇古街、郑家

大屋（

2

栋） 。

五、信州水南片区

崇祯九年（

1636

年）十月十七日晚上过沙

溪，“ 又五十里，泊于广信之南门，甫三鼓也”。

当晚，徐霞客在广信府南门住宿，十月十八日

早起，看见“ 郡城横带溪北，雉堞不甚雄峻，而

城外居市遥控，亦山城之大聚落也。 ”

“ 城外居市遥控” 说明信州水南沿江分

布、街市繁荣的情况。 水南街是上饶古城的文

化高地，这里除“ 天官府”“ 理学旧第”外，还是

上饶“ 二泉”之一韩淲和他父亲韩元吉隐居之

地， 辛弃疾和朱熹等多次在韩元吉处聚会论

诗。《 江右游日记》写到：“ 城东有灵溪，则灵山

之水所泄；城西有永丰溪，则永丰之流所注。 ”

则是对信江支流———灵溪、 永丰溪的水源及

流向的科学记录。

徐霞客游线信州水南片区标志地具体涵

盖遗产点有：水南历史文化街区、灵溪水口与

三江水口、娄谅“ 理学旧第”、杨时乔府第。

六、信州龙潭桥片区

徐霞客于崇祯九年（

1636

年）十月十八日早

起，从信州南门码头登船，“ 西南下”至“ 广信西二

十里，有名桥濒溪”，其桥即为龙潭桥，岸边有始

建于明万历年间（

1573

年—

1619

年）的奎文塔。

现存奎文塔下两层塔檐由连形斗拱承挑，是

明代砖塔的典型形制。 上五层由莲瓣纹叠涩承挑

塔檐，是大多树清代风水塔的做法。 塔内有石阶，

盘旋而上，可攀登顶层远眺。 每层开三至四门，卷

穹顶，造型雄伟。 现为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

徐霞客游线信州龙潭桥标志地具体涵盖

遗产点为奎文塔。

七、广信灵山

崇祯九年（

1636

年）十月十八日早起，徐

霞客“ 初拟由广信北游灵山，且闻其地北山寺

丛林甚盛， 欲往一观。 因骤发脓疮， 行动俱

妨”，徐霞客对灵山北山的寺庙丛林之盛早有

耳闻，也对发源于灵山的灵溪之水有所考证，

本打算去灵山一游，却因病不能成行，表现出

十分遗憾。

灵山是“ 信之镇山”（《 广信府志》） ，佛、道

两教名山，“ 天下第三十三福地”，是国家级风

景名胜区。 这里山体连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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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公里，或群峰

簇拥，或溪流分割，或峰洞坡壁一体，或奇观

山色交相辉映，或峰岩洞石与神话相得益彰，

形成石人、南峰塘、水晶山、石城、道士仙、九

牛、茗湖等自然景区。 历代达官名宦、文人学

士游历灵山不计其数， 因徐霞客 《 江右游日

记》 中对灵山确定的文字记录及灵山在全国

各大名山中的独特地位， 故申报灵山为徐霞

客游线上饶段标志地。

徐霞客游线上饶段灵山标志地具体涵盖

遗产点有：灵山自然景观、北山寺庙、石人殿。

八、广信仙姑山片区

徐霞客崇祯九年（

1636

年）十月十八日从

南门码头登船后，“ 西南下三十里，有峰圆亘，

色赭崖盘，名曰仙来山。……已不及登矣。 ”文

中徐霞客所称的“ 仙来山”今称“ 仙姑山”。 仙

姑山山体峻秀多姿，山间林木错落有致、怪石

嶙峋，其间大小岩洞，曲径通幽自成一景。 而

“ 自仙来至雷打石，二十里之内”沿途风光甚

美，更是让他赞不绝口。

徐霞客游线广信仙姑山标志地具体涵盖遗

产点有：仙姑山、仙姑山二十里内沿途风光。

九、河口古镇

徐霞客崇祯九年（

1636

年）十月十八日傍

晚抵达铅山河口。 他考察了河口作为“ 八省码

头”的水运源流，记录了河口码头市肆繁盛的

情况，《 江右游日记》 写到：“ 河口有水自东南

分水关发源，经铅山县，至此入大溪，市肆甚

众，在大溪之左，盖两溪合而始胜重舟也。 ”信

江流至河口，与自武夷山、永平流来的铅山河

合流，至此才水深流重，能承载重舟大船，这

就解释了万里茶道始于河口一镇的原因。

河口镇是“ 江西四大名镇”之一、“ 中国历

史文化名镇”“ 万里茶道第一镇”，河口明清古

街为“ 中国历史文化名街”。 民间素有“ 买不尽

的汉口，装不完的河口”之说，把河口称为“ 八

省码头”而与“ 九省通衢”的汉口媲美。

徐霞客游线河口古镇标志地具体涵盖遗

产点有：河口镇明清古街、商铺会馆（ 含金利

合药店、朱怡丰商号、河口建昌会馆、吉安会

馆） 、惠济河。

十、铅山闽赣古道

万历四十四年（

1616

年） ，徐霞客游白岳

山及黄山之后，从浙江入闽，取道三清山东南

谷中，进入常玉古道，走广信、铅山闽赣古道，

经紫溪、车盘、分水关入福建崇安，到武夷山

九曲溪游历。 铅山闽赣古道是古代浙赣经上

饶、铅山通往福建的唯一一条驿路，此即汉代

将军入闽开拓的分水关古道， 徐霞客入闽即

循此道。 徐霞客二十年后回顾这次游历，大发

感慨，《 江右游日记》 写到：“ 过旁罗， 南望鹅

峰，峭削天际，此昔余假道分水关而趋幔亭之

处，转盼已二十年矣。 人寿几何，江山如昨，能

不令人有秉烛之思耶！ ”

作为明清时代“ 商贾络绎” 的“ 通闽大

路”，铅山闽赣古道名胜古迹众多，其标志地

具体涵盖遗产点有： 鹅湖书院、 鹅湖峰顶禅

院、大义桥、永平报本坊、永平魁星阁、分水关

（ 铅山武夷山） 。

十一、铅山叫岩片区

徐霞客于崇祯九年（

1636

年）十月十九日

早餐后从铅山河口古镇登船， 顺信江西下三十

里到叫岩，他看见这里“ 濒溪石崖盘突，下插深

潭，澄碧如靛，上开横窦，回亘峰腰，穿穴内彻，

如行廊阁道，窗棂户牖都辨。 崖上悬书‘ 渔翁隐

次’四大字，崖右即有石磴吸波”。 于是“ 急呼舟

子停舟而上”，从叫岩渡口上去开始探索旅游。

叫岩位于铅山县境西北部， 其岩脉发自

灵山，为剥蚀低丘岗地形。 岩体以红砂岩、砂

砾岩为主。 信江河畔陡峭崖壁和形态各异的

岩体具有突出的丹霞地貌特征， 崖上形成丰

富的地文、水域、生物、自然景观。

徐霞客游线铅山叫岩标志地具体涵盖遗

产点有：叫岩、叫岩寺遗址、叫岩渡口、印山。

十二、横峰赭亭山片区

徐霞客于崇祯九年（

1636

年）十月十九日

顺信江坐船到叫岩，他看见叫岩风光奇异，就

从“ 列石纵横”的叫岩渡口登岸，“ 穿一隙而绕

其后，见一径成蹊，遂溯源入壑。 ”误入桃源，

看见这里“ 众峰环亘，积翠交加，心知已误，更

欲穷源。 壑转峰回，居人多截坞为池种鱼。 绕

麓一山家，庐云巢翠，恍有幽趣。 亟投而问之，

则其地已属兴安。 ”这段记载颇有情趣，仿佛

陶渊明写渔人误入桃花源。 经考察，此地为现

在横峰县赭亭山水库地带。 一番游赏后，徐霞

客继续回到叫岩渡口坐船， 不想又看到一处

奇境，《 江右游日记》写到：“ 有山方峙溪右，若

列屏而整，上有梵宇，不知其名，以棹急不及

登，盖亦奇境也。 ”这座被徐霞客称为“ 奇境”

的山即横峰县赭亭山。 赭亭山现为横峰县岑

山国家森林公园组成部分。

徐霞客游线横峰赭亭山标志地具体涵盖

遗产点有：赭亭山水库及周边地带、赭亭山。

追寻徐霞客足迹游上饶

本报记者 吴淑兰 文

/

图

徐霞客（

1586

年

-1641

年），

名弘祖，字振之，别号霞客，明代南

直隶江阴县金凤乡南旸岐（今江苏

省江阴市霞客镇南旸岐村）人。

徐霞客天性喜爱自然，志在

山川大地，

21

岁走出书斋，走向

自然与社会 ， “自言万历丁未

（

1607

年），始泛舟太湖，登眺东

西洞庭两山， 访灵威丈人遗迹”

（陈函辉《徐霞客墓志铭》），开始

了他漫长的

30

余年考察活动。

他的足迹涉及当时的南京、京师

以及山西、山东、河南、陕西、浙

江、福建、江西、湖南、湖北、广

东、广西、贵州、云南等省区。 其

中江西境内，徐霞客就多次游览

美丽的上饶，留下了一串串足迹

和文字记载。

寻找徐霞客在上饶的游线，

融入全国徐霞客游线标志地统

一论证行动，通过徐霞客游线上

饶段标志地的申报，加入由“徐

霞客游线标志地寻找与论证行

动项目组”发起、旨在推动徐霞

客游线遗产保护， 以此传承、弘

扬徐霞客精神，促进徐霞客游线

申遗列入国家项目的全国性活

动， 对促进我市文化旅游发展、

提升上饶旅游知名度具有积极

意义。

目前，上饶申报成功的“徐

霞客游线标志地”有

3

处，分别

是广丰铜钹山白花岩片区（含天

桂岩）、弋阳县城老街和龟峰。尚

在申报中的有

12

处， 分别是三

清山、常玉古道玉山段、玉山古

县城、信州沙溪片区、信州水南

片区、信州龙潭桥片区、广信灵

山、广信仙姑山片区、河口古镇、

铅山闽赣古道、 铅山叫岩片区、

横峰赭亭山片区。

第一 条 游 线 为 万 历 四 十 四 年

（

1616

年） ，徐霞客由浙入闽，经三清

山东南山谷，沿常玉古道 、信江水道

至汪家园上岸，过荷叶街、青溪，由闽

赣古道经紫溪、车盘 、分水关入福建

崇安，开始武夷山九曲溪游历。

第二条游线为崇祯三年（

1630

年）八月应在福建漳州为官的叔父之

邀，作第二次闽中之游 ，其中八月初

二至初四日自浙江江山至江西广丰

游历白花岩（ 载于《 闽游日记后》） 。

第三条游线为崇祯九年 （

1636

年） 十月十七至廿二日六天江右游

上饶段游线 。 游历路线为 ： 走常玉

古道玉山段 ， 到玉山县城西门外码

头登船 ， 沿信江水道过信州区 、 广

信区 、 铅山县 、 横峰县 ， 至弋阳县

东门码头上岸 ， 三天龟峰游历 ， 出

龟峰沿山路至贵溪流口入贵溪 ， 结

束上饶段旅游。

徐霞客有三条可考证的上饶游线：

已申报成功的

“徐霞客游线标志地”3处

广丰区“徐霞客游线标志地”———白花岩

2015

年， 经徐霞客游线遗产保护与申遗研究专

家委员会考察论证， 认定广丰铜钹山白花岩片区 （ 含

天桂岩） 在徐霞客科考历程中具有重要价值和纪念意

义， 被成功认定为徐霞客游线标志地， 成为全国首批

（ 共七个） 、 江西首个获此殊荣的标志地。

徐霞客四次途经广丰周边地区， 在明崇祯三年

（

1630

年） 农历八月第二次游闽时， 探访了广丰千年

封禁铜钹山的白花岩， 并对白花岩作了细致观察和自

然描述。 徐霞客在 《 徐霞客游记·闽游日记后》 中记

述： “ ……余闻白花岩益喜， 即迂道且趋之……初皆

田畦高叠， 渐渐直跻危崖。 ……大石磊落， 棋置星

罗， 松竹与石争隙。 已入胜地， 竹深石转， 中峙一

庵， 即白花岩也。 ……”

经考证， 岩中的广福寺始建于唐末， 由高僧净空

禅师开基， 后屡经废建， 今存建筑有些是清代修建

的， 有些是近些年修建， 基本保持明代的建筑风格。

高悬的岩壁上， “ 白花岩” 三个大字是明代文学家、

天文学家吕怀亲手镌刻。 吕怀是广丰泉波乡梧桐坞

人， 字汝德， 号巾石， 他在明嘉靖年间考中进士， 选

为翰林院事。 后因不屑阿谀权贵而辞官， 还乡在白花

岩结庐办学。

白花岩有着“ 一眼望三省” 的特殊地理位置， 登

上岩顶极目远眺， 不仅周边的石林深幽峡谷尽收眼

底， 还可看见福建浦城县盘亭乡和浙江江山市廿八都

镇。 晴朗之日， 看数量繁多的村村落落如星如珠般散

落在广袤的山地之中， 山间云雾霭霭， 村中炊烟袅

袅， 一派升平祥和的景象。 岩对面数里范围内聚集着

大片石林， 珠圆玉润的石峰将清秀和阳刚自然揉合。

观景台造型如盘根错节的树根， 从高空俯瞰又如一朵

盛开的莲花。 一座徐霞客雕像， 在高空挺立， 欢迎每

一位前来的游客。

自“ 徐霞客游线标志地”申报成功后，白花岩独特

的美景令世人叹为观止、流连忘返，极大地推动了广丰

旅游的发展，提高了广丰旅游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弋阳县“徐霞客游线标志地”———弋阳县城老街

崇祯九年 （

1636

年） 十月十九日， 徐霞客从铅

山河口坐船顺信江西下， 傍晚到弋阳境内， 因为“ 遥

望一峰孤插天际”， 被龟峰美景所吸引， 就从弋阳县

城东门码头下船， 当晚在东关外旅舍住了一晚， 第二

天从东门穿过弋阳县城， 往龟峰出发。

弋阳建县于建安十五年 （

210

年） ， 是当时广信府

七县中建县最早的。 古老的县城， 文物古迹众多， 现

存元延祐四年 （

1317

年） 兴建并在明代扩大了规模

的“ 叠山书院”、 嘉靖四十年 （

1561

年） 的“ 四十八

代张天师墓”、 明嘉靖八年 （

1530

年） 的“ 儒学宫”、

明嘉靖三十九年 （

1560

年） 年的“ 古城门遗址”、 明

嘉靖三十九年 （

1560

年） 的“ 三川桥遗址” 等， 皆

在徐霞客“ 雨中过县前” 游线必经之地， 成为徐霞客

游线弋阳县城老街标志地重要遗产点。

弋阳县“徐霞客游线标志地”———龟峰

崇祯九年 （

1636

年） 十月二十日， 徐霞客穿过

弋阳县城老街， 经三川桥到弋阳水口登船摆渡， 到信

江对岸文星塔上岸， 然后沿砂岩山路， 过羊角峤登龟

峰， 开始为期三天的龟峰考察旅游。 期间， 他在龟峰

山中经历了雨天、 阴天、 晴天三种天气变化， 观赏了

鹰嘴峰、 老人峰、 振衣台、 观音峰、 双剑峰、 叠龟峰

等“ 三十二” 峰之奇异， 将龟峰百般妩媚尽收眼底，

在《 江右游日记》一文中洋洋洒洒写下三千余言的文字

记载， 对龟峰美景大加赞叹， 称龟峰为“ 真霄壤间一

灵胜矣！”， “ 盖龟峰峦嶂之奇， 雁荡所无”。

龟峰是世界自然遗产、 世界地质公园、 国家级风

景名胜区、 国家

5A

级旅游区、 国家森林公园、 国家

级水利风景区， 这里峰奇石巧、 象形独秀， 群峰错

落、 壁立万壑， 奇峦如画、 钟灵毓秀， 聚天下名山之

幽、 奇、 险、 秀为一体； 融五千年历史、 宗教、 民

俗、 养生文化于一炉， 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典范，

其独特的“ 无山不龟， 无石不龟” 的自然景观和深厚

的文化底蕴成为徐霞客江右游重点游览地， 目前已形

成集旅游、 疗养、 度假、 会议、 宗教、 摄影、 探险于

一体的休闲胜地。

尚在申报的“徐霞客游线标志地”12处

龟峰风光

白花岩风光

灵山风光

三清山风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