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乐

行走

灵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协办

热

观察

责任编辑：钟芷涵

电话：

8237576 Email:srrbzt@163.com

2022

年

3

月

24

日 星期四

6

同样的风景 不同的精彩

周 刊

旅游

乐行走

踏春露营 邂逅山林湖海间的浪漫

本报记者 陈建 见习记者 钟芷涵 文

/

图

探秘杏花桥的前世今生

汉 风 迎 春 日

春

染

茗

洋

湖

在山中徒步，湖边观星，露营者所追求

的乐趣，早已不再仅仅是夜里睡一觉那么简

单了，而是与许多其他的游乐项目相结合的

综合休闲。

不少旅行者将露营与登山徒步结合在

一起。记者曾在三清山上遇到租赁帐篷来露

营的青年，“ 我和朋友们在山脚下吃完午饭

后，下午开始爬上山，差不多两三个小时可

以到达山顶，自动搭建式的帐篷一顿简单操

作就能搭好，晚边我们就在这儿吹着晚风数

星星，等待第二天日出和朝霞的到来，能让

自己感觉和自然融为一体。 ” 他也提醒道，

“ 在山里露营最好随身携带防蚊虫的药品，

并多带保暖衣物。 ”

据了解， 不少专业公司在旅行区提供专

业户外服务， 也让更多家庭感受道一种新的

生活方式的体验。 在平坦的路面、栈道、观景

平台上都可以搭上帐篷，晚上看星空，听着林

海声入睡，白天被鸟叫唤醒。 随着露营设备逐

步更进，露营摆脱原先艰苦的体验感，是一种

相对舒适、解压且接近自然的户外活动。

同时，随着帐篷露营的出游方式受到热

捧，也给文旅业发展提供了新思路。近年来，

横峰县积极探索夜间旅游新场景，多元发展

夜间旅游业态， 充分利用现有景区景点、城

市公园等场地，为新的文旅产品提供落地空

间，营造新的夜间文旅消费氛围。 横峰葛源

镇黄树坞观星平台上露营地常常有帐篷整

齐排列，莲荷乡夏阳阳光牧场的帐篷音乐节

也一度引起关注。

睡 在 漫 天

星空下，醒在霞

光万丈里，清风

松 涛 为 旅 伴

…… 露 于 山 谷

间 ， 与自然为

邻，拉上帐篷就

是家，迈出帐篷

就是山川湖海。

露营的魅力，只

要亲身体验过

一次，便会沉醉

其中。

春 满 人 间

之时，旅人们不

妨收拾行囊，在

山峦、 密林、湖

畔间，寻一处春

景烂漫之处，铺

展席子，搭建帐

篷，来一场以天

为幕、地为席的

露营活动，感受

人间星河浪漫。

三清山风景区：云雾的家乡，松石的画廊。

在众多露营目的地中， 三清山是许多游客最喜

欢的营地之一。在三清山露营，可以观赏云海仙

境，一睹怪石奇峰，置身八卦布局的三清宫道教

古建筑群观赏星空，或是在最高点看日出日落，

都是一次完美的旅途。游客可自带帐篷，也可在

景区购买。

灵山风景区：在灵山露营，不仅视野开阔可

以看见整片的星空， 还能望见壮阔的日出。 据

悉，灵山还有帐篷露营节，一般在

6-9

月份。

望仙谷小镇：在宿林里的帐篷营地，和朋友

点一份下午茶，摆上甜点，入眼满是春意渐染的

白鹤崖和潺潺流水，惬意至极。

鄱阳湖国家湿地公园： 芳草萋萋， 候鸟旋

飞，观潮起潮落，看云舒云卷，在鄱阳湖湿地公

园体验不一样的闲暇时光。

“ 我们终日生活、工作在城市里，早九晚五，

繁忙而拥挤。 去露营吧，可以释放情绪，安放疲

惫的心。 ”近日，一旅游博主分享了一组露营美

拍的照片，她写道“ 在大山里自驾，除了空气清

新，路边随手一拍都是美景”，不一会已经有

20

余人询问露营地和露营准备等事宜。

在众多露营目的地中，江岭露营地是旅

游博主徐格路最喜欢的春季营地之一。“ 闯

进天上人间江岭这片逍遥之地，满目青翠是

山峦，层层叠叠是花海，温柔拂面是春风，自

然景观十分秀美。 ”她介绍，春日里，在此处

闻花香、观云海、望星空，与来自远方的朋友

谈天欢畅，足以让人念念不忘。

对于来自安徽的游客王摄影师而言，周

边旅游地他几乎去了个遍，在三清山上露营

的经历让他说起来滔滔不绝。“ 春天，漫山遍

野都是热烈绽放的花朵， 开得火红娇艳，女

神峰也染上盎然春意。 终于等到日出时，霞

光四散，四方游客齐聚一堂，大家深深被这

美景所吸引。 ”

江南处处皆美景，郁郁林海，喁喁鸟语，

十分适合露营。 趁着闲暇时，进行一场露营

活动，山林湖海间栖息，拥抱自然，并接触各

地淳朴善良的人，这不仅是一种健康的生活

方式，更会让人们对自己生活的这片土地产

生更深厚的感情。

在山林湖海间栖息

感受天地大美

登山徒步泛舟游湖

亲密接触自然

如果你是独自一人， 和一干驴友出去

露营，不仅是收获美景，更是结交朋友的有

效手段。 大家一起做饭、在户外露营、烧烤

啤酒，晚上一起看星空，早上观日出，能很

快结识一帮热爱生活的朋友。

“ 你们什么时候出发？ 几个人？ 组队一

起吗？ ”在许多露营网站或者群聊中，常常

出现这样的对话。 露营就像一把钥匙，带你

去探索自然的世界， 让人们在去往诗和远

方的路途中结识志同道合的朋友。 在营地

这样的开放空间里， 大家一般会分工采购

准备露营用品，去到目的地后，互相帮忙安

营扎寨，洗菜备菜做饭，分享生活与快乐。

近年来，近郊游、公园露营、野炊也十

分受热爱亲子家庭活动的大人小孩们的欢

迎。 帐篷一搭，草地一躺，野餐垫就是他们

的餐桌。 当然，在大自然这个“ 餐厅”里，环

保也是大家的默契， 大家都会不约而同保

护好营地周边的生态，不破坏植被，不留下

垃圾，让自然维持着本真的面貌。

去露营吧，睡在春色里，打开帐篷，就

能看见山川湖海！

在交友中探索美景

结下深厚友谊

周边露营地推荐：

在三清山风景名胜区的南大门，距离核心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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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处

有一个古村落———枫林，村里有座杏花桥，说起村子和桥的名

字由来，有着这样一个美丽的传说。

枫林，古称杏花村，又称廿六都。 相传明朝洪武年间（

1368-

1398

），一日，广信府知府朝拜三清山，途经枫林，落轿于村头木板

桥休憩，观河两岸尽是杏花，景色煞是迷人，不禁赞曰“ 此乃真正

杏花村也”， 由此得名杏花村， 桥亦称为了杏花桥。 清乾隆年间

（

1736-1796

），乾隆下江南，行至枫林向天狮一带，只见山上山下

粗大的枫树遮天蔽日，脱口而出“ 难得一见枫林也”，故得名至今。

枫林杏花桥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演变， 当初的木板桥逐

渐湮没于历史的长河中，取而代之的是石拱桥，据史记载，最

早的枫林杏花石拱桥建于康熙

61

年 （

1722

） ， 亁隆

23

年

（

1758

）重新加固，为

3

墩

4

孔，其中最西端一孔靠近河岸，较

其余三孔略小，上面用木板铺设，为木质引桥。

石拱桥面以当地天然花岗岩条石铺就， 这种建设坚固实

用，如有损坏，易于维修。石质桥墩为半船形设计，能有效分解

洪水冲击力。据传，在三个桥墩上，面对溪流来向，当时匠人分

别凿有栩栩如生的一只雄鸡，昂视玉琊溪面，每当汛情凶猛，

溪水淹至颈脖处，雄鸡就会发出嘹亮的啼鸣，以示警戒。 桥身

以花岗岩条石相砌，紧密牢固，桥洞成拱形，倒映水中如圆月。

月明星稀，波光粼粼，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美轮

美奂。整座石拱桥古朴、厚重、历史积淀感强，与青山、碧水、古

村完美结合，是古代枫林人勤劳和智慧的结晶。

当时杏花桥下的杏花码头为古邑玉山西乡片的水运枢

纽， 众多货物都在此集中， 然后通过水运送往周边地区和邻

省，人来货往，熙熙攘攘，帆樯林立，百舸争流，一片繁忙景象，

是东通江浙，西接徽饶的交通要衢。

1987

年

3

月

16

日， 杏花桥被玉山县人民政府列为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并立碑撰记。

1998

年

7

月下旬，历经

277

年之久的

杏花桥，在那场百年难遇的特大洪水被冲毁，令人扼腕叹息，至

今许多枫林人念念难忘。

1999

年，当地人在原址重建大桥，用钢

筋水泥浇筑，至今桥下尚有文物保存记载。

2020

年，枫林镇枫林

社区王公宅秀美乡村建设项目启动，当地党委、政府将

1999

年

重建的大桥提升改造为廊桥，

2021

年

1

月顺利完工。 新建的杏

花廊桥长

41

米、宽

6.6

米、高

6.6

米，这种桥不仅造型优美，最关

键的是，它可在雨天里供行人歇脚。 如今，新的枫林杏花廊桥已

成为村民休憩锻炼和游人赏景打卡的“ 网红”胜地。

新桥落成之时，作为秀美乡村建设的亲历者，我怀着激动

的心情前往现场拍摄。“ 雨后千山净，云雾处处新”，远方的山

峦翠连黛接，郁郁葱葱，在透明如薄绢，如丝如缕，如梦如幻的

云雾中时隐时现。和煦的阳光铺满大地，雨后初晴的枫林更是

显得格外生机盎然，清新美丽。 远远望去，新建的杏花廊桥横

跨整个玉琊溪面，如一条长虹卧于碧波之上。

穿过杏花街，向溪行，至桥头，曾经逼仄的几幢房屋早已

被拆除，眼前豁然开朗，桥身雕阁飞檐，更显高挺，雄伟壮观。

沿着甬道前行，石栏分护两旁，耳畔水声潺潺，大红灯笼随风

摇曳，更是增添了一份喜庆。 抬望眼，“ 晚香夕照”牌匾跃入眼

帘，“ 停车犹爱枫林”“ 凭栏尚闻杏花”左右分立，我的思绪仿佛

一下穿越千年，诗人杜牧停车于此，坐爱枫林晚，举杯邀明月，

引吭高唱霜叶红于二月花。

拾级而上，阳光透过一旁景观树，洒下一地的斑驳。 缓步

登上廊桥，三三两两的村民，或坐廊亭两侧石凳小憩，或拿着

手机对着周边美景拍个不停， 传入耳中的是带着无比兴奋的

声音，谈论着杏花桥的涅槃重生，感慨着党和政府的好政策，

让自己的家乡变得越来越美丽。

伫立桥上，清风拂面。遥想当年，枫韵似画映柳杏，林幽如

诗吟桃花，而今凭栏望，青山如黛，碧水澄清，远处的怀玉伟人

峰，高耸入云霄，风景这边独好！ 魏巍怀玉山立不朽丰碑万古

长青，滚滚玉琊溪颂绝唱《 清贫》浩气永存。在这片曾被烈士鲜

血浸润的沃土上，正如他们所愿，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

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

“ 惟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 ”从木桥到石桥再到现

今的廊桥，改变的只是形状，不变的是枫林人永远锐意进取的传

承，我轻轻摁下相机快门，定格这杏花桥的前世今生。（ 余水荣）

游

消息

本报讯 记者陈建 见习记者钟芷涵报道：春分时节，草长

莺飞，春和景明，正是踏青的好时候。

3

月以来，我市各景区结

合中国传统花朝节，推出民俗文化旅游活动，在自然美景中展

示传统文化和创新经典。

葛仙村度假区以花为媒，将传统花朝文化融入“ 十二花神觅”

活动中，以花神之名，载花之物语，邀请了中华传统文化爱好者，相

聚葛仙村，共赴盛宴。 在仙音坪广场里，游春扑蝶会、花朝祭祀巡

游、花神令打卡等春日活动轮番上演，每周都有不一样的精彩。 景

区更推出了以葛仙村·十二花神觅为话题的抖音挑战赛，让热爱古

风文化的朋友们都能参与其中，来一场“ 穿越古今”的国风之旅。

婺源篁岭古镇的油菜花进入了盛花期， 景区在民俗文化

广场开展了精彩的花神走秀表演。 在天王殿广场举行十二花

神花朝祭，寓意着百花盛开，风调雨顺。在一片金黄花海里，祭

花神、 花田音乐会、 花艺体验等花朝系列活动将持续至

4

月

20

日，游客听着悦耳的曲调，欣赏浪漫的油菜花。

望仙谷、时光

PARK

公园等景区也陆续开展了春日限定展示，

潮玩打卡等活动，以春为信，与花相约。着一身长衫，去乡野山水间，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亲身感受传统文化的韵味吧。

近日， 广信区湖村的茗洋关水库

里， 大片紫云英花海悄然绽放， 俯瞰

下， 牛羊遍布的花海与大小湖泊星罗

棋布，美不胜收。

余丽芳 记者陈建 钟芷涵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