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

间

四

月

醉

倚

花

海

本

报

记

者

陈

建

见

习

记

者

钟

芷

涵

文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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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7

日 星期四

6

同样的风景 不同的精彩

周 刊

旅游

乐行走

万只夏候鸟飞抵鄱阳湖

赏茶景 闻茶香 饮新茶

“采茶游”悄然兴起

本报记者 陈建 见习记者 钟芷涵 文

/

图

“ 十里寒山路，香风正采茶。 ”清明前后正值春暖花开之际。 在上

饶，各大茶园一派忙碌景象。 广信、婺源、铅山、德兴等地，一片片茶

园，葱葱茏茏，成为一道道靓丽的风景线。 翠绿青山下，清新茶园间，

十指翻飞的采茶人与盎然绿意一同构成了生机勃勃的茶园盛景。

若想避开浩浩荡荡的赏花人群，踏青采茶就是个不错的选择。

眼下正是新茶飘香之际，在茶园中泡一壶亲手采来制作的茶，别有

一番美意。

好山，好水，出好茶。随着春茶上市，我市多个茶园有市民游客

纷至沓来。 游客来到茶园，可在偌大的茶园里拍出清新大片，在工

人的指导下采下鲜嫩的茶叶，还能参与到摘茶、洗茶的过程中。“ 采

茶是一种乐趣！ ”

4

月

3

日，在广信区上泸镇溪北大桥前的茶园中，

结伴而来的游客们一路唱歌一路采茶，一会儿拍照，一会儿构思短

视频，忙碌不停。

“ 采茶游”悄然兴起，为上饶旅游市场增加了一抹怡然的绿意。

记者发现，广信区尊桥乡的周坞茶场俨然成了一个“ 小网红”，前来

体验打卡的姑娘们尤其多。 走进茶园的那一刻， 连微风都夹着茶

香，一大片的绿色让人直呼“ 太治愈了”！坐在园中，望着远山，沏一

杯春茶，寄情于山水茶园间，放空自己，便可拂去日常琐碎带来的

疲惫，享受“ 茶主题”的悠闲假日。

芳菲四月，寻一处茶园，赏茶景、闻茶香、饮新茶，将春的味道

品进肚里。

3-4

月，随着气温回升，越

冬候鸟北迁， 越来越多的夏候

鸟陆陆续续飞抵鄱阳湖， 在湖

面飞旋、嬉戏。 据悉，目前鄱阳

湖迎来冬夏候鸟换防高峰，苍

鹭、 夜鹭等夏候鸟成为了湖区

又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记者 陈建 见习记者 钟芷

涵 摄影报道

“ 一水西来，千丈晴虹，十里翠屏。 ”

4

月

4

日，记者从铅山县岩

前村驾车行驶，一路到达弘济禅寺的路况很好，道路两旁是高耸、

挺拔的树木和油菜花田，还有大片紫花形成的花海，让人忍不住把

车窗降下，让花香进来，感受自然的气息。

岩前村为铅山县所辖位于江西省东北部，中国词乡稼轩乡境，

东近浙江、西接赣中、南临福建、北望安徽。因位于徐府岩洞之前而

得名，后因著名词人辛弃疾晚年居住于此，创作了大量著名诗词而

闻名遐迩。岩前村文化底蕴深厚，民风淳朴善良，自然景观众多，溶

洞更是一绝。

青草垅水库大坝旁，山间蜿蜒的阶梯上，游客正陆续而来，对

着青山绿水，喜笑颜开。据景区工作人员介绍，“ 一心两带四区多节

点”构成岩前旅游项目整体蓝图。 一心即为入口综合服务区，两带

即为生态河流风光带、 乡村生态骑行道， 四区即为大地艺术景观

区，乡村风情体验区，高山茶园休闲区及林下经济种养区；多节点

为入口处，青草垅水库大坝右侧、水库北部山顶

(

制高点

)

三处观景

平台打造亭，弘济禅寺、辛公古道等多处景观节点。庙观广场、农家

乐的修建和增加使岩前旅游更加丰富。

“ 稼轩何必长贫，放泉檐外琼珠泻。”辛弃疾晚年在稼轩乡创作

诗词有

177

首之多，现尚有“ 稼轩府堂”“ 斩马桥”“ 秋水观”等名胜

古迹。 在此处，你可以尽情感受辛弃疾诗词里的妩媚青山。

如今，走进岩前景区，亲历辛弃疾诗词中的风光，赏一场“ 风花雪

月”的山景，品一种“ 渔樵耕读”的生活，话一段“ 岩前人文”的历史。

我看青山多妩媚

岩前人文底蕴深

本报记者 陈建 见习记者 钟芷涵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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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艾叶绿，岁岁粿飘香。

清明粿， 顾名思义是在清明时

节食用的时令食物， 它以艾草

和糯米为主要原料， 是中国清

明习俗传统美食之一。 除了踏

青，在家家户户的屋檐下，必不

可少的便是这绿油油的清明

粿，它是记忆中抹不去的乡愁。

等不到清明时节， 大伙都心

心念念着这口鲜美， 每家每户都

会提前准备做粿， 然后再陆续分

给亲朋好友们一同品味， 吃过才

算好好过了这个春。“ 印象里，每

到清明， 家里人就开始忙于做清

明粿了，青青绿绿，皮薄还馅多。 ”

外地务工的朋友几天前就一直嚷

嚷着让家里人给寄一些尝尝。

除了散发着清香的绿色外

皮，面团包裹着鲜嫩的春笋、新

鲜猪肉、 鲜美的雪菜与老豆腐

组成的馅儿， 才是清明粿的灵

魂。蒸好的清明粿轻咬一口，糯

唧唧的清香外皮， 裹着快要溢

出的饱满馅料， 仿佛想将春日

的幸福充盈你的口腔， 让你一

口惊艳，惦记一整年！

清明期间， 上饶市各大旅游景区有序迎

客，迎来假期赏花小高峰。 据了解，上饶市旅

游市场呈现的特点是：游客出行以自驾游、近

郊游、家庭游为主，登高踏青、赏花健步走等

健康游逐渐增多，文明旅游成为常态。各地通

过倡导文明祭祀形式，弘扬祭祖、敬老、感恩

等中华优秀传统美德， 游客在文明中享受春

日美景，假日生活品质提高。

假日期间，游客出游目的以观光、踏青赏

花为主，出游时间较短

,

游客构成大部分为本

地居民。目前，近郊踏青自驾游最受大众游客

青睐，周边公园、乡村、景区游客纷至沓来。除

了自然山水、红色故地等旅游产品外，周边短

途游也广受欢迎，去三清山、灵山等地举家登

高望春，或入山林下田间地头采摘春笋、山厥

等野菜时鲜， 或者去到绿色茶园里悠然度周

末，这些春日健康游成为游客的首选。

此外，各地公园也迎春开放，不少市民选

择与家人、好友为伴，健步赏花、露营野炊，度

一个充实有意义的假期。

清明踏青不负春

这个假期，微风不燥，阳光

正好。 广信区樱花公园的樱花

正迎春开放。 每年樱花盛开的

时候， 便是樱花公园最美的时

候，一朵朵粉色樱花竞相绽放，

好似云端粉霞， 在春风中轻轻

摇曳。 春风一吹，幽幽花香扑鼻

而来， 清新雅致， 令人陶醉不

已。

樱花公园位于广信区城

南，公园以滨江西路为依托、樱

花亲水为主题，遵循“ 亲水零距

离

,

行在花丛中”的理念，总面积

12

万平方米。据了解，园内种植

樱花

2000

余株 ， 共有染井吉

野、大岛樱、寒维樱、日本早樱、

关山、普贤、大山樱、八重樱、松

月樱、豆樱等十余个品种。

驾车行至附近，远远就能看

到信江河边成片成片的樱花树。

作为饶城较大的河滨公园，周末

来公园的市民真不少，花丛里的

石凳上三三两两闲谈的好友，草

坪步的情侣们，架着相机的老师

傅。 马路牙边停着一溜的私家

车， 多数市民都选择自驾出行。

樱花林里，还有些许市民在林间

的空地上铺起了餐垫，准备野餐

一顿， 而孩子正在周边肆意奔

跑。 更多市民们在这里，一路走

一路拍，邂逅无处不在的“ 繁花

盛景”， 见证着彼此公园悠闲生

活的多姿多彩。

樱花公园和信江健康主题

公园相辅相成，从河岸边上一层

台阶就是长长的健行步道，共设

有环形步道和直行步道。 步道旁

也种满了樱花树，沿着长长的步

道直走，不少市民在健步跑道上

散步、健跑。 阵风不时吹过，飘落

一地的樱花瓣，不知不觉就在樱

花雨里“ 白了头”。

你瞧， 樱花满树， 烂漫如

霞， 勾勒出了春天最浪漫的颜

色。

迎风去赏“樱花雨”

四月芳菲，春光正好。 神农源

也换上了一套姹紫嫣红的春装，

游人三五成群于田野间远眺花

海，紫色小花浪滚滚，穿行其间，沁

人心脾的花香总叫人流连忘返。

神农源风景名胜区地处万

年县东北部黄天峰下， 地属大

源镇。 北与乐平相邻，东与弋阳

相连， 面积约

43.13

平方公里。

以世界最早的稻作文化发祥地

和宏伟奇特的溶洞景观为特

色，以山水文化为内涵，以观光

游览、休闲度假、文化科普为主

要功能的山水型风景名胜区。

着一身汉服来到神农源 ，

衣袂飘飘地， 在古色古香的木

制阁楼前， 望遍神农源的红花

绿树、木道小亭，行走于山间的

小径 ， 聆听春天的呢喃细语 。

“ 咔嚓 ”一声 ，美好的画面就此

定格。 踏青路上，与春天合影留

念，也不失为一件趣事。

穿过廊桥、 入洞临水而坐，

一边听着泉水叮咚，一边看五彩

斑斓。 这里不仅有“ 中国醉美地

下河”， 还有数亿年生长史形态

各异的石林、地幔等景观。 石幕

低垂、 石乳悬吊……漫步两小

时，在神农宫洞内来一场穿越时

空的对话，感受自然的奇妙。

神农古韵望不尽

游春路上品青团

又 到 人 间 四 月

天，百花簇拥樱花绽。

如此明媚的春光 ，我

们又怎能辜负？

迎 着 和 煦 的 春

风，携远来的客人，陶

醉在被花香萦绕的山

野；沐浴温暖的阳光，

带亲密的家人， 去饱

览信州大地的春景。

4

月，趁着清明小长假来公园、景区游玩的市民也不少，景区

里随处可见文明旅游的标识牌， 很多市民携家带口来这里赏花踏

青，拍照留念，大家自觉地遵守文明游园守则，不踩踏花木，不爬树

拍照，时刻把文明放心里，共同维护好绿色生态环境。

广信区城南文化公园一位保洁员告诉记者， 现在游人的素质

提高了，乱扔垃圾、乱踩草坪等不文明行为越来越少，大家都能做

到文明出游。 记者 陈建 见习记者 钟芷涵 摄影报道

文明旅游 不负好春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