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梢的白，山头的云，道不尽的久久长情。

不论走到哪，父母在的地方才是温暖的家。江西

“ 百日百县”文旅消费季德兴市分会场———大茅

山景区推出了“ 重阳佳节”暖心活动。

10

月

14

日起至

10

月

18

日， 大茅山景区

门票免费送， 法定退休人员 （ 女

55

周岁， 男

60

周岁） 均可享受。 另外， 在此期间， 住宿

和餐饮方面均有相应的优惠活动。

凉风有信， 倾听大茅山花草呓语； 高山

作伴 ， 在大茅山享同堂之乐 。 九九重阳来

临， 大茅山的温暖时光和风景记得给父母也

留一份。

大茅山风景名胜区地处三清山、 龙虎山、

婺源、 景德镇围合的地理中心， 与三清山东西

并峙， 是怀玉山脉的又一高峰。 大茅山是泉潭

瀑与森林生态景观完美结合的典范， 花岗岩峡

谷形成的河谷景观、 雨水侵蚀形成的花岗岩壶

穴景观与森林生态景观完美结合， 形成了林幽

潭静瀑美的具有极高美学价值的自然美， 吸引

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

游

消息

重阳错峰出游 不负秋色不负卿

本报记者 吴淑兰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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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风景 不同的精彩

周 刊

旅游

乐行走

灵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协办

热

观察

一年一度秋风劲， 岁岁黄花

分外香。每年的农历九月初九是

重阳节，因月、日两九相重，九为

阳数，故称“重阳”。 重阳节是一

年中天气最好、 最飘逸的日子。

此时天高云淡，秋阳灿烂，最是

适合踏赏清秋，拥抱自然。 重阳

节期间，上饶部分景区推出了旅

游优惠政策和系列精彩活动。准

备好行囊，带上父母一起去登高

远眺、赏民俗看秋景吧！

九九重阳节， 三清山推出了重

磅福利。

10

月

14

日，年满

65

周岁

的游客凭有效身份证件来三清山参

观游览， 可享受三清山景区免门票

（

0

元）和索道优惠价（

63

元） 。 凡女

性年满

50

周岁， 男性年满

55

周岁

凭有效身份证件来三清山参观游览

的游客， 可享受三清山景区门票半

价（

60

元）和索道优惠价（

63

元） 。活

动期间，符合上述优惠条件的游客，

可在三清山官方微信、

OTA

合作平

台或者景区游客中心购票窗口选择

重阳节活动票种， 入园时持本人有

效二代身份证刷证入园。

秋叶渐红、 日色温柔、 流云奔

涌、薄雾缥缈……秋日的三清山，美

景已慢慢开启。重阳，陪着父母一起

去三清山，爬爬山、放松身心，在绵

长的高空栈道里漫步， 在清新的天

然氧吧里畅游吧。

三

清

山

�

秋

日

美

景

已

慢

慢

开

启

本报讯 朱文标 记者 吴淑兰报道：国庆期间，横峰县葛

源镇“ 中华暗夜星空保护地”吸引了一批批游客前来搭帐篷

露营观看星星。游客在这里可以邂逅迷人的星空，感受宇宙

的浩瀚；偶遇澎湃的云海，体悟自然的纯净。

“ 平常工作比较忙， 到了假期就好好放松一下， 便和

家人朋友约好一起到这儿露营。” 市民李先生说， 在景色

这么美的地方， 吹着凉爽的晚风观星星， 是一件浪漫又惬

意的事。

近几年来，横峰县大力推进乡村旅游点创建，积极引进

社会资本参与梯田花海、云顶风车、最美星空、峡谷秘境等

旅游资源的建设运营，打造多个特色风情旅游小镇，完善旅

游配套设施建设，不断提升乡村旅游承载力，吸引了越来越

多的省内外游客前来参观旅游。

横峰特色旅游小镇

成网红打卡地

本报讯 记者 吴淑兰报道： 秋高气爽， 花海飘香， 热

烈迎客。 在广信区拈花湾， 成片的向日葵、 波斯菊、 百日

菊点缀在山脚下， 争妍斗奇， 千姿百态， 营造了一个五彩

缤纷的世界， 而那一片浪漫的粉黛花海更是吸引了游客前

来打卡拍照。

拈花湾景区位于广信区罗桥街道办樟村， 环绕在山水

之间，景色优美，如诗如画。这里以“ 花海文化”为主题，将花

卉苗木观光作为主线，打造花卉项目。同时还融入了绿色健

康文化和禅文化，打造成以花海观光、禅文化体验、民俗文

化体验、户外拓展为一体的拈花湾花海欢乐世界。

到拈花湾

邂逅粉黛花海

户外草坪婚礼

打造别样浪漫

本报讯 余敏 记者 吴淑兰报道：国庆期间，随着各项文

旅活动持续推进，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纷至沓来。广丰各文

旅活动现场、景区和乡村旅游景点，以丰富的产品供给、优

化的公共服务、带给游客崭新的体验。城市公园、休闲街区、

夜间美食、城郊乡村的旅游消费活跃度不减。

蓝天作证，鲜花为媒，在悠扬的交响乐曲中，踩着碧绿

的青草，和着微风，接受着亲朋好友最诚挚的祝福。 草坪婚

礼， 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新人青睐。 在广丰区丰溪田园综合

体、飞鸿滑草场，每天都有一对对新人，在优美如画的美景

中，在如茵的草坪上，举行人生中最重要的仪式———婚礼，

浪漫又独特、温馨又甜蜜，成了景区里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在草坪婚礼现场，新郎李先生一脸幸福地说：家乡广丰

每天都在变化，变得更加美丽、更加绿色、更加文明。

飞鸿滑草场蓝天白云，绿草如茵，躺在草坪上，闭上眼

睛，任青草的芳香弥漫周身，大片大片的绿，能盛下所有的

浪漫和梦想，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新人来此举行婚礼仪式。

灵 山

送上旅游优惠大礼包

国庆狂欢落幕不久，重阳节又到了，在

这秋高气爽之际，出游赏秋、登高远眺是再

好不过了。 灵山景区为

55

周岁以上游客送

上了一份旅游优惠大礼包，欢度重阳。

10

月

14

日至

10

月

20

日活动期间，

凡年满

55

周岁， 凭有效身份证件来灵山

参观游览的游客， 可享受灵山景区免门

票 （

0

元） 和索道买上行免下行优惠价

（ 即

75

元

/

人） ； 活动期间， 凡身高

1

米

5

以上、 未满

55

周岁的游客， 凭有效身份

证件门票全免。 符合上述优惠条件的游

客， 可在灵山官方微信、

OTA

合作平台

或景区游客中心购票窗口选择重阳节活

动票种， 购票入园。

灵山的秋，是一种只等你来的浪漫；

灵山的秋，是一种似梦非梦的梦幻；灵山

的秋， 是一种诗情画意的美好； 灵山的

秋，是一种个性不张扬的美。重阳节带长

辈游灵山，健步登高，锻炼身体；尽赏秋

景，滋养身心。

千年古村官坑村是正稀茗茶重要茶园

基地之一。 为弘扬中华民族尊老、敬老、爱

老、助老的传统美德，正稀茗茶公司于

10

月

12

日—

14

日开展了“ 千年官坑 情暖重

阳”快乐敬老活动。

12

日下午在官坑村举行了百叟长桌宴，

乡亲们和游客围着长桌齐聚一堂，品尝着美

味佳肴，谈笑风生，欢度佳节。

12

日至

14

日

邀请了当地戏班搭台唱戏，演绎黄梅戏经典

曲目如《 花好月圆》《 天仙配》《 女驸马》等，让

老人们在家门口就过足了戏瘾。 正稀茗茶公

司还为近三百名官坑村老人免费拍了肖像

照，把老人们最美好的神态定格在照片中。

婺源县官坑村，始建于唐，是一座

1200

多

年的徽州古村落。 公元

783

年，唐代观察史洪

经纶与子迁徙至此，以官名地，寓意儿孙代代

加官进爵，连绵不断。 官坑村是典型的天人合

一的徽州古村落布局，山环水抱，人杰地灵。村

中古巷、古屋、古道、古树、古桥等保存完好。 村

民采茶、种菜、养猪，喂鸡，日出而作，日落而

归。 炊烟袅袅，溪水潺潺，偶有几声鸡鸣和犬

吠，淳朴而真实，宁静而美好，宛如世外桃源。

葛仙村围绕葛仙山景区打造， 是按

照国家

5A

级景区标准设计建设， 以东

汉末年葛玄在葛仙山的修行事迹为线

索，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内核和要素，结合

古典山水画境，以水、竹、村为创意元素，

其致力于打造一个集生态旅游、 休闲度

假、 商务会展和传统文化体验的天然圣

地和绝佳仙村 。

10

月

14

日—

10

月

17

日，葛仙村推出了九九重阳特惠套餐。

美食美酒，是秋天的暖；而在重阳，这

美味与暖意都更浓郁了些。 这时节的物产

是丰饶的：蟹正肥美，酒也醇香，不妨约来

三五好友，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偷得

浮生半日闲，到葛仙村尽享秋日盛宴吧。

重阳节在每年的九月初九 ， 它和

“ 久”同音，表达了人们希望生命长久、长

寿的美好愿望， 而在现代重阳节被定为

“ 老人节”，倡导人们敬老、爱老。 所以带

着父母来葛仙村吃一碗热气腾腾的长寿

面可谓十分应景。

游览了葛仙村还可以到葛仙山登高

远眺。葛仙山作为“ 中华灵宝第一山”，在

当地享有盛名。乘坐索道至葛仙山山顶，

可见江天万里，“ 江涵秋影雁初飞， 与客

携壶上翠微”，几分落拓，几分潇洒，在秋

色之间饮醉一个重阳。

婺 源

�

千年古村好戏连连

大 茅 山

�

记录温暖时光

葛 仙 村

�

来碗热气腾腾的长寿面

“ 欢迎奥运冠军徐诗晓来到灵山”

“ 徐诗晓我爱你”“ 徐诗晓你是灵山儿女

的榜样 ”

......10

月

13

日的灵山景区游

客中心门前，锣鼓喧天，红旗招展，远处

的灵山云雾蒸腾，忽隐忽现，犹如一位

蒙着面纱的“ 睡美人”。 上午

9

时许，东

京奥运会冠军、全运会冠军徐诗晓及其

家人出现在灵山景区

时，立刻赢来了游客们

的一片欢呼声。

当日上午 ， 在景

区 工 作 人 员 的 引 领

下， 徐诗晓和家人们

先后游览了玉龙瀑布、

高山梯田等灵山颇具

特色的景点。拾级而上，

行至玉龙瀑布，苍劲翠绿

挺拔的竹林和绿意葱茏的

山野扑入眼帘，徐诗晓与家

人一边听着工作人员的解说，

一边欣赏着沿途的风光。 在高山

梯田，当看到灵山“ 鲲鹏展翅”上的云

雾渐渐散开，展露雄姿时，徐诗晓连忙

拿出了手机把这美景记录下来。

午后，徐诗晓与家人乘坐缆车开始

了灵山之旅。大家首先来到网红打卡景

点天空之境，“ 景在镜中，镜在景中”，徐

诗晓在此定格了美丽瞬间。 随后，大家

一路来到了龟蛇合体、 金蟾送财等景

点，欣赏灵山特有的世界罕见的花岗岩

地貌和秀美风光。不时有游客过来与徐

诗晓打招呼，并与之合影。

徐诗晓说，自己长期忙于训练很少回

家，更没有时间游览家乡美丽的山水。早就

听闻家乡的灵山很美，这次和家人第一次

亲密接触到灵山，感觉灵山的景色实在太

美了。“ 作为灵山儿女，我感到无比的骄傲

和自豪，也对家乡的未来充满期待。希望家

乡将来有越来越多比我更优秀的人才。 ”

同时，徐诗晓也向广大游客朋友发

出了热情邀请，希望更多朋友能来灵山

景区打卡旅游。

当天，徐诗晓还被聘任为广信区旅

游形象大使，为广信区文化旅游代言。

徐诗晓来游灵山了

本报记者 吴淑兰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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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力波 摄

张和忠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