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营造文明有序氛围 尽显 “文明旅游 ”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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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过了葛仙村的春花， 夏日，秋

月，怎么能不来葛仙村邂逅一场冬雪？

雪落仙村，穿庭而过，落在红墙

黛瓦， 飞檐翘角上， 落在通幽小径

上， 落在亭台楼阁上， 仙村变成了

“ 雪村”，处处是新，延绵着岁月宁静

致远的空旷。 在葛仙村，静静听雪，

品味的是“ 千树万树梨花开”的美轮

美奂，感受的是“ 千门万户雪花浮，

点点无声落瓦沟”的浪漫。簌簌雪落

的声音，如一曲梵音，一洗疫情的阴

霾，让“ 仙村”繁华如前。

除了赏雪，听雪，看雾凇，游客

在葛仙山还可以许心愿、看大戏、逛

仙街、品美食。当地着力打造了以暖

冬市集、冬日手工作坊、暖冬欢乐巡

游、 新春年夜饭为主体的“ 迎新祈

福、仙村暖冬”活动。 邀请不同群体

游客，到仙村一起游景区、观美景、

吃年饭，过大年，体验不一样的仙村

特色年味文化。 在即将到来的

2022

年， 游客不仅可以沉浸式体验

3D

灯光秀、 光影秀、 非遗表演等夜演

艺，还可以相约一身汉服，来葛仙村

踏雪寻梅， 开启一趟穿越时空的奇

妙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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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风景 不同的精彩

周 刊

旅游

乐行走

2021年环鄱阳湖自行车

精英赛（横峰站）圆满举行

初雪来了

“签收”一场冬日浪漫

本报记者 陈建 见习记者 钟芷涵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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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玉山是江南最大的高山盘地， 距玉山县城

65

公里，

是“ 美丽的江南高原”。

走进怀玉山，你就宛若走进一部卷帙浩繁的史书，扑面

而来的是烟尘逶迤的历史和深逼丰厚的文化韵致， 古色古

韵的人文气息。

怀玉山是大自然赋予人类的瑰宝。 明代李梦阳有诗称

赞“ 怀玉之山玉为峰，四面尽削金芙蓉”。

怀玉山的美，美于它的稀奇古怪！ 随着天路上山，大有

“ 飞身深入天寨门”之感。 沿途云烟缠绕，山道险峻，到了葛

岭头山关隘口，怀玉山以宽广的胸怀，为你展现出一幅“ 万

壑泉声天外来，白云深处隐蓬莱”的美丽诱人画卷。

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怀玉山千变万化的气候。 有时

山下阳光明媚，山上却云雾缭绕细雨如织，一会儿又是云蒸

霞蔚，十分壮观。 腾云驾雾一番，无际的天空、无尽的云海，

海天相接，蓝的天、白的云、绿的山、红的树；层层云海之上，

一轮光芒万丈的太阳，霞光瑞气，照彻天际。

时下的怀玉山，冬天已成为新的风景。 对比于春天的活

力，夏天的火辣，秋天的含蓄，冬天，似乎显得更为高冷矜

持，不苟言笑。 这时游怀玉山，元素更丰富。 不仅有日出、夕

阳、云海、怪石、奇松……还多了春夏秋没有的冬雪和雾凇。

雪后的怀玉山，是最为神圣高洁的。 处处银装素裹，冰雕玉

砌，置身其间，琉璃境界，美妙绝伦，让你亲临见之方感祖国

大好河山的壮美！

你听，雪花正在路上。 曾经以为雪是一场遥远的追忆，

突然间它马上就要出现在眼前。 我们是否清空了内心的杂

乱，为这份美好的诗意留下一席之地。

每每到了冬天，最期待的当然是下雪了。 这心境居然从

小到现在一直不变。是不是这就叫童心未泯？雪还未落下的

前半天里，从那干冷的天气里及那肃静苍茫的天地里，就知

道大雪将至，大地和天空先打扫干净了自己，以迎接这些纯

洁的小精灵们。

经历过春夏秋三季漫长的等待， 经历过呼啸北风的磨

炼，经历过万千期待的心情，才有了这缤纷冬雪的沉淀。 因

此，怀玉山雪景是一年四季中最浪漫最美的季节，那洁白的

雪花，真的不忍心去踩它。

“ 雾凇”，就是雾凝聚在树枝或电线上而成的白色松散

冰晶，在怀玉山叫“ 油扣”。“ 油扣”是怀玉山冬季的著名景

色，每逢严寒隆冬，满山玉树银花，它非雪非霜，而又比雪

奇，比霜美。 看那山路边的青松，一根根枝丫被冰晶包裹得

严严实实，形成了神秘的怀玉山“ 油扣”。“ 忽如一夜春风来，

千树万树梨花开”，如此美景，才符合我们联想到这句诗的

美好画面。

只要一想起怀玉山，就让人心醉。 它们拨地而起，一座

挨着一座，有的高耸入云，有的逶迤伸展，有的像飞腾的龙，

有的像僵卧的牛，千姿百态，使人振奋。

登上诸峰，山路通入云端，奇峰躲在云雾里。 万籁俱寂

中，云突然开了，露出了浩大的古岩奇松，吐纳间，迷雾回

旋，接着一切都消失了，又回到雾茫一片。

怀玉山每年几乎有

200

多天都是云海， 在山峰间汹涌

澎湃，似乎要涌到你的脚下，如果住山上，想不看云海都难。

在这个冬天，如果你的运气好，能把雪景雾凇和云海日出晚

霞一网打尽，您将觉得一切的付出都值得！ 山中的冬韵，蕴

含淡淡的清冷，余味无穷。 如果遇上持续的低温便把怀玉山

的山水凝结成了冰凌、冰花、冰块，冰景也由此开始唱主角，

置身其中，如“ 冰雪奇缘”般的童话世界。

数不清的冰棱倒挂在山石陡壁之上，形态各异，大小不

一；晶莹剔透的美景，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透着彩色

的光芒，足够醉人。 夏日里泉水叮咚的山谷中，如今点缀着

一条条银装素裹的冰柱；往日流水潺潺的河溪，如今凝结成

洁白的“ 玉带”在山间舞动。 更有宽阔的、壮丽的巨型冰瀑高

悬在崖壁之上，让人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北国风光，山舞银蛇，“ 晶”装素裹，冰峰倒挂，银妆玉

砌。 冰柱、冰笋、冰瀑、冰花、冰挂、冰塔，一簇簇，一团团，冰

景连成一片。 这真是大自然不可思议的创造！

漫步其间，好像进入到水晶世界。 把一条条峡谷雕琢得美

如仙境，如同用白玉雕刻出的工艺品，形态各异、十分可爱。

然而，冬日的暖炉，也是一种别样的诱惑。 围炉而坐，浅饮

低酌，雅哉乐哉。那样的日子，那样的时刻，即使窗外天寒地冻，

心也是在春天了。 雪是至寒之物，却能破寒，品一品雪水煮茶，

仿佛能蜕去一身浊气，净化灵魂。听雪声，品茶韵，超凡脱俗，淡

然出世，围炉煮雪品茗香，也是参禅悟道的途径。

听雪、 赏雪、 吟雪……到怀玉山不但能领略山上的美

景，还能融摄影、观光、健身于一体，游览之后还可享受品火

锅，吃“ 杀猪饭”，犹如过大年的体验。 愿你以往未完的心事，

在这个冬天，在江南高原，在怀玉山与您不期而遇！

乐

行走

冬 游 ， 我 在 怀 玉 山 等 你

罗来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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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陈建 见习

记者钟芷涵报道： 乘风前行，

激情横峰。

12

月

25

日上午，

2021

年“ 中国体育彩票·

SA－

VA

杯”环鄱阳湖自行车精英

赛（ 上饶·横峰站）在横峰县兴

安广场正式开赛，来自全国各

地的

185

名自行车骑行爱好

者齐聚横峰，上演了一场速度

与激情的精彩比拼。

上午

9

时，随着鸣笛声响，

比赛正式开始， 速度与激情也

在此刻上演。据悉，骑行赛道全

长

41

公里， 累计海拔爬升为

260

米。 沿途有水库、山林、稻

田、 古村落， 有高低起伏的山

峦， 有遍布于崇山峻岭间的流

泉飞瀑、 竹涛林海以及若隐若

现的古朴农舍， 使比赛具有极

佳的观赏性。骑手们风驰电掣，

你追我赶，时而利用弯道超车，

时而并驾齐驱， 展开了激烈角

逐。 在激烈的比赛中， 你追我

赶、奋勇拼搏的运动健儿精神，

赢得沿途观众阵阵掌声、 欢呼

声和尖叫声，现场热闹非凡。

据了解， 本届环鄱阳湖自

行车精英赛从

10

月

10

日开赛

至

12

月

26

日结束，在全省

11

个设区市设

16

个分赛站，横峰

为第

15

站，今年的赛事是环鄱

赛史上首次全部由国内车队参

赛的一届赛事。 自

2016

年以

来， 环鄱赛已在横峰成功举办

了

5

届， 极大地撬动了市民游

客健身热情， 引领了体育旅游

消费新风尚， 助推了横峰文化

体育事业蓬勃发展。

������12

月

22

日清晨， 白茫

茫的云海覆盖整个江岭，站

在山顶， 无边的云雾飘在脚

下， 一望无际的云海随风飘

动，弥漫了整个山峦。

冬日的江岭美景， 云海可

谓一绝。据了解，云海是婺源江

岭独特的自然景观， 尤其在春

冬两季，云海最为壮观。江岭低

海拔河谷暖气与高海拔冷空气

相遇， 导致逆温层以下形成厚

厚的云海，覆盖着幽静的山谷。

奇特的云海景观朦胧梦幻，像

是给江岭蒙上了一层神秘面

纱，令人流连忘返。

记者陈建 钟芷涵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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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作为旅游热门地的

望仙峡谷小镇迎来了冬季旅

游的游客们。 记者跟随游客

走访发现 ，旅行社 、景区 、交

通等部门都做足准备， 通过

各自的方式积极营造文明 、

有序、健康的旅游氛围。 冬季

旅游开放的望仙谷， 文明旅

游风尚处处可见。

“ 这就是醉仙街……”跟

着游人走进望仙谷时， 一名

导游滔滔不绝地介绍起每一

处景点的传说。 末了，她不忘

加上了这么一句，“ 我们要文

明旅游 ，看一看 ，拍拍照 ，不

要攀爬”。 类似的文明引导贯

穿来饶游客的整个行程。 一

路上， 蓝天救援队的人员也

在关注着游客的行为，向游客

提醒安全注意事项。

不少餐饮小店也做足了

准备，店内干净整齐，明码标

价，焕然一新。 吆喝声、卖唱

声，声声入耳，老板们都十分

热情地招呼来往的游客。“ 景

区疫后首开放，我们要用最好

的服务来迎接客流。 ”

来望仙谷两天，来自广丰

区的张女士有些感慨：“ 从入

门到游街，到悬崖客栈，望仙

谷文明引导和垃圾不落地做

得很棒。”她说，满怀热情前来

游玩的市民， 看到不文明现

象，也会适时提醒，“ 文明不是

口号，而是真的融入了大家的

日常生活”。

������

人间喜雪，如期而至。

12

月

26

日晚，我市初雪降临，人们想要出门“踏雪寻梅”

的心情逐渐高涨。 在朋友圈赏雪的同时，大家也想出门身临其

境地感受一下初雪的到来。 三清山、灵山、葛仙村等多个景区

已经“签收”了今冬的初雪，跟着记者一起来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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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冬雪来得特别

早，

12

月

26

日， 三清山的

第一场雪纷纷扬扬而来。该

景区的初雪景观，在抖音平

台上搜索人气飙升。

登上三清山 ， 遍地是

景，雪峰奇景、千里雾凇、热

闹欢腾的冬游场景，随手一

拍，便是令人眼前一亮的美

图。 伴随着洋洋洒洒的雪

花，层林尽染，素写着一卷

水墨丹青的韵致，美得仿若

神话。 在海拔

1314

米的女

神峰远眺，银装素裹的“ 司

春女神”，身披皑皑白雪，在

雾气笼罩之下，美得令人惊

叹 ，“ 有幸一睹这人间仙

境！ ”

三清赏雪 ， 赏的是冰

峰、云海和雪松。此时，蓝天

映白雪，白云绕冰峰，群山

舞银蛇，空气里弥漫着清冽

的寒冷，让人格外兴奋。 美

丽的花岗岩与丰富的生态

植被以及银装素裹的雪景

融合在一起，呈现出一幅壮

观的水墨丹青画。

同时， 冬日的三清山，

也是赏雪和拍摄雾凇的最

佳地点。 松柏凝霜挂雪，戴

玉披银， 变成了琼枝玉树。

冰棱像透亮的水晶柱，一排

排垂挂在枝头。 雾凇缭绕，

周围一片晶莹洁白，置身其

中，犹如仙境。

唯有美景与爱不可辜

负。 据了解，三清山景区正

在招募“ 最美

cp

”，来迎接

2022

年的第一场日出。 带

上你爱的人， 来三清山，共

赴一场关于美景和爱的盛

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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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给灵山的第一份

惊喜， 是雪花一片一片飘

落。

12

月

27

日，气温骤降

后，灵山上如同千树万树梨

花开，冰雪雾凇靓爆镜。 灵

山景区在初雪的点缀下，它

收敛了往日的喧嚣，多了些

端庄宁静。

皑皑白雪情满灵山。 落

叶松枝晶莹剔透，美不胜收。

远望山谷，银装素裹，令人陶

醉。 伴随着耀眼的阳光从一

铺万顷的壮观云海中冉冉升

起，云雾飘渺，阳光下的雾凇

与蓝天相互映衬， 俨然一个

冰雪童话世界。 栈道间、松柏

间的红丝带， 在一片苍茫的

世间，也显得分外妖娆。 雪后

的山头，是游客的小天地，山

峦间藏着它独有的魅力。 游

人踏雪登山，在初雪的惊喜

与快乐中，玩了起来：拍雪

景、打雪仗、堆雪人，带着孩

子一起跻身于雪白的童话

世界里，收获大自然送来的

“ 惊喜”。 你瞧，冬季的冰雪

风光，正吸引着越来越多人

投身于灵山的怀抱。

冬日的灵山 ， 不仅有

雪，且雾凇壮观。 雾凇规模

面积大，远观满山银装与天

同色，近看绿叶红花宛若琥

珀，远近之美各有千秋。 赏

心悦目的美景，也吸引了众

多摄影爱好者来到灵山，共

赏这奇观。

三清赏雪

灵山玩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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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

1

天，我们就

要告别

2021

年 ， 迎来

2022

年的元旦三天小长

假，大家都计划好跨年之

旅了吗？这里为大家奉上一

份元旦活动清单。

“春彩纷呈，潮玩新春”系列活动

时间：

2021

年

12

月

27

日

-2022

年

2

月

15

日

地点：广信区时光

PARK

公园

“最美乡村过大年，免费邀您游婺源”活动

时间 ：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2

月

7

日

地点：婺源所有

15

个

4A

级以上景区

丰溪唐韵状元坊国潮风、非遗展

时间：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1

月

2

日

地点：广丰区丰溪唐韵状元坊步行街

龟峰景区免门票

时间：

2021

年

11

月

25

日

-2022

年

1

月

31

日

地点：弋阳县龟峰景区

仙村听雪

2022

年景区元旦活动预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