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色民俗盛大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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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清山“ 寻乡愁·觅年味”上饶乡村过大

年首站拉开了全市乡村过大年活动帷幕，其

中，最值得一提的还是三清“ 贺汤宴”。

麻糍粿是贺汤宴的第一道菜， 软软糯

糯，香甜可口，一下子就被分完了。 随后，粉

丝汤、煎大肠、肉丸汤、熏豆腐……佳肴便以

一汤一菜的形式陆续上桌，共有汤

12

种，菜

类

16

种。 并且，菜的份量不会很多，空盘子

也会留在桌上，表示年年有余。“ 肉皮汤、滑

肉汤、猪肝汤、芋头汤……这汤的种类还真

是多！”来自南昌的李女士惊讶到，她告诉记

者，从来没吃到过这么多汤汤水水，而且味

道、做法都是自己做不出来的，很好吃。这一

汤一菜的形式，让大家都感叹贺汤宴菜品之

丰富。 玉山本地姑娘吴梦玲还介绍道，古时

粮食短缺唯有以汤充数，一菜接一汤也不至

于口干，还能吃到热腾腾的美味佳肴，所以

贺汤酒便深受宾客喜爱，得以流传。后来，大

小喜事皆以此方式招待，以示祝贺，故又名

贺汤宴。

时值腊八节，大家一同品尝温暖香浓的

腊八粥，畅饮醇香甘甜的腊八酒。此外，品尝

美味佳肴时，民俗表演也未曾间断。三清“ 贺

汤宴”，有汤、有酒、有盘又有戏 ，如果有机

会，记得一定要来耍一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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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篁岭，民俗文化季正在热烈的开展中。 现场有奇趣的民俗集市，琳

琅满目的大摊小铺，布满了独具特色的文创精品、古玩珍宝……沉浸式体验，

瞬间将人拉回那个淳朴的年代。

据悉，从冬至至春节期间，篁岭景区将进行每周一主题，展示舞回祭祀、

徽州婚俗、徽剧、茶道、傩舞等民俗活动，让游客不仅感受到“晒秋”文化，还体

验到篁岭的特色民俗。 记者 陈建 钟芷涵 摄影报道

篁岭·民俗文化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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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顾荣辉 记者陈建

钟芷涵报道：

1

月

9

日，“ 梦幻

原乡 古韵嵩峰‘ 芋·宴 ’”在

嵩峰乡十都村隆重举行。 来

自各地千余名游客、 市民齐

聚这梦幻原乡———嵩峰 ，一

起品香芋 、话美食 、游古乡 ，

共同见证江西“ 百日百县”文

旅消费季———游大美上饶 、

享 古 韵 民 俗———“ 嵩 峰 芋·

宴”活动的举办。

活动现场， 虽有细雨绵

绵， 却挡不住游客们的热情。

舞台上文艺演出、“ 学习强国”

知识抢答、抽奖等环节，引来

游客阵阵欢呼声。四方来客尽

情品尝花样芋头宴，品尝美食

之余， 游客们还游览十都大

屋、六石岩、云心谷等乡村美

景，真切感受嵩峰特色乡村游

与嵩峰芋头美食文化完美结

合的独特魅力。

嵩峰“ 芋·宴”，以“ 芋”会

友、以“ 芋”引才、以“ 芋”聚民

心、以“ 芋”促发展。据悉，嵩峰

绵芋以入口绵甜、 糯软清香、

粘滑爽口、营养元素丰富等特

色著称，成为嵩峰乡乃至广丰

区的一个特色农产品。“ 嵩峰

芋头宴”每年都吸引来自五湖

四海的游客前来体验，经过连

续数年的成功举办，已成为广

丰区特色文旅活动品牌之一，

赢得了广大群众的充分认可，

影响力深远。

近年来 ，广丰区充分发

挥资源优势 ，加速“ 文化

+

旅

游 ”融合 ，推动文旅产业联

动发展 ，走出了一条“ 以文

助旅 ，以旅彰文 ”的新路子 。

借助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

施的“ 东风 ”，搭上广丰文旅

产业加速发展的“ 快车道 ”，

依托“ 嵩峰芋·宴 ”这个特色

文旅活动平台 ，嵩峰里洋芋

头将越来越被世人熟知 ，从

而走出嵩峰 、 走进万家 、飘

香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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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假期， 婺源风景区、

葛仙村度假区、灵山风景区等

热门景点预约火爆，慕名而来

的游客、举家出游的市民给各

地景区带来热闹气息， 同时，

也上演着一幕幕暖心的场景：

景区贴心引导， 提升服务，秩

序井然； 市民游客文明出行，

自觉遵守防疫规定，大家纷纷

自觉履行文明旅游倡议，用文

明“ 织起”了一道最美风景线。

“ 入口请往这边走， 准备

好口罩和预约码，在闸口出示

一下……” 婺源景区的入口

处，工作人员耐心地向市民游

客传递文明理念，倡导严守疫

情防控举措。 游客游览途中，

也常常会邂逅穿着红马甲的

志愿者们。婺源篁岭景区的主

要路口，也都能见到志愿者们

的身影。志愿者们热情地为游

客答疑解惑，引导游客沿着开

放路线游览。

记者看到，在鄱阳湖国家

湿地公园游玩的市民游客普

遍佩戴口罩，在休息、用餐时

保持一定距离，不扎堆、不聚

集， 自觉遵守“ 垃圾不落地”

“ 不大声喧哗”等文明倡议，景

区道路整洁、环境优美、秩序

井然。

位于广信区的灵山风景

区则在入口处及景区内的索

道乘坐处设置了安全排队的

“ 黄线”，将疫情防控和文明旅

游有效结合。 景区方面介绍，

游客入园需佩戴好口罩、出示

健康码、保持安全距离，现场

还备有防疫车辆，设置紧急隔

离点等。景区内工作人员还会

向游客发放文明旅游宣传单，

宣传“ 文明从我做起，美丽景

区你我共护” 等文明理念，唤

起大家保护环境、爱护环境的

文明意识，共同守护上饶的绿

水青山。

文明出游

美丽景区你我共护

本报记者 陈建 见习记者 钟芷涵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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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乡愁·觅年味”

上饶乡村过大年活动启动

本报记者 陈建 钟芷涵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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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清天下秀，秀美在乡村。

1

月

10

日，

2022

年“寻乡愁·觅年味”上饶乡村过大年启动仪式

暨三清山旅行商大会在世界遗产地三清山浓情

上演，为即将到来的虎年春节奏响序曲。在三清

山逍遥谷景区，举行了三清山“国家级旅游度假

区”揭牌仪式、三清山易途旅游平台上线仪式、

《浙皖闽赣 “联盟花园”———三清山新媒体营销

及电子商务运营战略合作》签约等系列活动。

此次活动吸引了旅游、文化、媒体界同业及

数百位旅行商汇聚一堂，在冬日的三清山，品尝

特色“三清贺汤酒”宴席，体验特色民俗活动，共

赴一场温暖之约，共谋旅游发展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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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 此届大会已是三清山风景区连续举办的第三届旅

行商大会，成为宣传推介上饶乡村旅游、民俗文化活动的重要

平台，吸引了众多旅行商前来。即使在近两年疫情等特殊形势

下，大家仍然风雨同舟、和衷共济，此次相聚旨在共商

2022

年

旅游发展新思路，为大家重振旅游信心赋能助力。旅行商们纷

纷表示，三清山景区的热情鼓励和政策支持，是他们提振信心

的重要动力，期待旅游业的最后一场严冬尽快过去，待春暖花

开之际，大家将以更加神采奕奕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年挑战、备

战旅游业的强势回归。

此外，大家分别前往了三清山主景区、玉帘瀑布景区、神

仙谷景区、逍遥谷景区、地质博物馆等旅游景区景点进行实地

踩线，感受三清山旅游新气象、新业态、新体验，分享旅游发展

新理念，寻求旅游合作新成果。 在逍遥谷景区，记者遇到了来

自各地的流量网红、视频博主正活力满满在直播，为冬日的三

清添了一抹靓丽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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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时分，记者跟随人群来到明清逍遥

谷街。入口处，熊熊火焰点燃了这个寒夜，热

情似火的篝火晚会拉开了“ 三清贺汤宴”的

序幕。 带着各色面具的三清山姑娘们，踩着

简洁的舞步围绕着篝火转圈，时而有游客加

入进去，现场气氛浓郁、热烈。

走进明清逍遥古街，民俗展示区开展了

各类特色民俗表演活动，吸引众多游客们纷

纷拿出手机、相机拍个不停。在腊八酒坊前，

围着不少游客排队尝“ 摔碗酒”，“ 啪———”的

摔碗声，一声接一声，穿着异域装束的姑娘

介绍，摔碗寓意着“ 新的一年，岁岁平安”。竹

竿舞表演、提线木偶戏、舞狮表演、串堂班演

艺、民俗花灯等精彩的民俗节庆活动轮番上

演，让人们在腊八节当天，提前感受到了浓

浓“ 年味”。

据悉， 明清古街为室内情景式古街，建

筑面积为

10000

平方米，建筑风格以徽派古

建为主，大院深深，古老的青石板街道诉说

着历史，精巧的木雕栩栩如生。 古街内有酒

坊、茶楼、露天电影院、抱朴福洞、太极迷宫、

农耕博物馆、逍遥游石壁等特色景观和美食

小吃、特色演艺等，让人流连忘返。

旅行商大会成功举办

三清贺汤宴渊远流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