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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龟峰赴一场初夏之约

本报记者 吴淑兰

春天的盛大花事已经收场，既然留不住春天，那么就轻轻

拨开草丛，去龟峰赴一场初夏之约吧。

当你走进龟峰，最先让你感受的就是扑面而来的凉意，那

里的空气不掺一点杂质，深吸一口气，顿时让你神清气爽。

这里的天很蓝很干净，蓝天下，一座座山峰拔地而起，巍峨挺

立，直插云霄，山间郁郁葱葱的树木，为龟峰带来几分凉意。

在树林间，可以看见俏皮可爱的小松鼠，在那里悠闲自在

地吃着松果。

山脚下的外湖就像龟峰镶嵌的宝石一样， 它是如此的安

静透亮，每当微风吹过，泛起层层涟漪。

春夏之交 ， 龟峰在季节的更替里换上了一袭新衣 ，等

你来。

五月的天，阳光明媚，此时到横峰来个秀美乡村游是一个

不错的选择。

走进位于莲荷乡丁家村的夏阳药植园———阳光牧场，如

同进入了一本活生生的花草动物百科全书。温柔的风，辽阔的

牧场，白色的帐篷，可爱的动物……大自然将暖色系随手泼洒

在大地上，目之所及，全是苍翠，让躁动的情绪瞬间平静，无处

释放的压力也没有了踪迹。 如果配上音乐、电影、美酒以及朋

友，就凑齐了所有你向往的元素。

在司铺乡刘家火车小镇，坐上小火车行驶在山间，耳边是

清脆的汽笛声回荡，一路都伴随着芬芳的气息，仿佛驶进了一

场梦幻的童话中……在火车小镇，可以来一场家庭自助烧烤、

充气城堡闯关，一家人在一起享受快乐的闲暇时光。

褪去铅华后的安静，是来自心灵深处对自然的美好憧憬。

龙门畈乡重石李家拥有“ 全村都透着绿”的气质，树拥村舍，环

境优美，空气清新，这里的村民长期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的农耕生活。也正是这一片青山，让这个宁静的村庄始终保留

着那最淳朴的乡村生活，处处都透着那田园特有的清新之美。

趁阳光正好 游秀美乡村

本报记者 吴淑兰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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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气候渐暖， 鄱阳湖国家湿地公园聚集着数万只夏候

鸟，白鹭、灰鹭、苍鹭等，成为鄱阳湖一道新的风景线。

这些夏候鸟生活的地方其实只是鄱阳内珠湖中央的一个

小岛，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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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因形似倒扣在鄱阳湖中的小水瓢，所以当地

的渔民称它是“ 瓢里山”。

来到这儿，可以看到，瓢里山的北面白茫茫一片，主要是

白鹭，而南面栖息的则是以灰暗色的鹭鸟，以池鹭、苍鹭为主，

形成一山“ 灰白两重天”的奇观。

据了解，这主要与瓢里山的地势有关。 瓢里山北面平缓，

南面陡峭，白鹭喜欢平缓，池鹭则喜欢崖壁。

除此之外，鸟岛上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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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种鸟类，尤其以灰鹭、夜鹭、

池鹭、苍鹭、牛背鹭等等，它们尽情雀跃，欲与天空试比高。

现在，可以乘坐鄱阳湖旅游巴士欣赏烟波浩渺的鄱阳湖、

连绵的龙吼山、夏季鸟岛瓢里山、若隐若现的鄱湖帆影及低旋

的鹭鸟、野鸭子等美景。 旅游观光巴士有两条路线，运行起始

站为鄱阳客运总站，终点为鄱阳湖湿地公园。

瓢里山上候鸟飞

本报记者 吴淑兰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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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是江南好风景 夏木阴阴正可人

本报记者 吴淑兰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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婺源李坑：小桥流水的诗画江南

在婺源，藏着个小桥流水的诗画

江南，名为李坑。

古桥下 ，石板街 ，藏着李

坑的前世今生 ；水口林 ，亭

阁里 ，隐着李坑的千年情

思。 古桥流水人家，转角

遇见小桥 ， 黛瓦白墙 ，

木格红窗 ，蓝天白云为

伴，红灯依房而挂。

青石老街上，嬉闹

的孩童，乘凉的老人，每

一瞬都是最真实的乡村

生活 ，每一幕都是“ 活着

的”乡村。

傍晚，余晖温柔，映入

街巷小弄，夕阳缱绻，抚慰归

家的农人，夏风微凉，吹动旅人

的心弦。 夜晚，宁静和祥和笼罩着

村落， 亮起的街灯， 是人间烟火的味

道；点起的家灯，是乡愁的滋味……

李坑是一个以李姓聚居为主的古村落， 自古文风鼎

盛、人才辈出。 自宋至清，仕官富贾达百人，村里的文人留

下传世著作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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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南宋年间更是出了一位武状元。

李坑的建筑风格独特，是著名的徽派建筑，给人一种

安静、祥和的气氛。 村落群山环抱，山清水秀，风光旖旎。

村中明清古建遍布、民居宅院沿溪而建，依山而立，粉墙

黛瓦、参差错落；村内街巷溪水贯通、九曲十弯；青石板道

纵横交错，石、木、砖各种溪桥数十座沟通两岸，更有两涧

清流、柳碣飞琼、双桥叠锁、焦泉浸月、道院钟鸣、仙桥毓

秀等景点点缀其中，构筑了一幅小桥、流水、人家的美丽

画卷，是婺源精品旅游线路上的一颗璀璨明珠。

灵山：看“山”看“海”看最美的自己

初夏的灵山，绿意葱茏，山川秀美。 此时，可以趁着闲

暇时光，到灵山看“ 山”看“ 海”看最美的自己。 为此，灵山

景区推出了一系列优惠活动。

5

月

15

日—

5

月

20

日活动期间， 凡是穿着整套传统汉

服（ 注：茶服、道士服不算汉服）的游客，可免灵山景区门索套

票；穿着非全套汉服服装的游客，免灵山景区大门票。

领取方式：参加本活动需提前在游客中心门口的汉服

认证处通过工作人员认证后获得 “ 汉服免票入园兑换

券”，再凭券在售票窗口兑换相应门票、索道票（ 需身份证

并购买安全保险

1

份） ，领取的门票仅供本人使用，检票

入园时仍需穿着汉服游览，下山时也需身着汉服，并发布

朋友圈给检票工作人员检查即可。

5

月

15

日—

6

月

14

日期间，景区还将举行“ 秀丽灵山·

云间赏花”短视频大赛，游客拍摄在灵山景区赏杜鹃花或在

灵山景区看摄影展的视频， 将原创视频发布至本人的抖音

号、微信视频号或快手号（ 注：一个视频可同时发

3

个平台）

带上话题

#

秀丽灵山云间赏花，并关注且

@

江西灵山视频官

方账号。截止

2022

年

6

月

14

日下午

15

点，视频文案格式正

确，且浏览量排名前

6

的视频发布者，每人可获得灵山年卡

1

张和灵山景区定制明信片

1

套。

5

月

20

日—

5

月

22

日活动期间， 夫妻凭结婚证和双

方身份证，游灵山免景区大门票，享买索道上行票送下行

票优惠。

拥抱一夏天的风，让我们一起共赴灵山初夏胜景！

望仙谷：感受温暖和花开

五月的望仙谷，温暖和花开依然拥有。

踏过望仙谷的青石板路， 有人会说这是凹凸不平的

“ 石头路”，也有人说这是古韵流芳的“ 青石板路”。 不管如

何描述，即使它不够平整，但它依然是美丽的，因为这就

是生活的底色。

夯土建筑不属于任何一个朝代，但却是华夏文明的延

续。 冬暖夏凉的材料特质结合现代建筑工艺，完美解决材

料耐久性问题，又提高了现代房屋的舒适度。 每一间夯土

房都带有时间的印记，破败、老旧是生活，亦是风景。

四季三餐，从食开始，记住一个地方也是从美食开始。

来，到山间峡谷里来一场美味之旅，在百味街、若谷街，你

可以尽情地探寻特色“ 赣”家美食。 不管是芋芋饺、芡实

糕、胡氏烧饼、灯盏粿还是油条包麻糍……在望仙谷，用

舌尖探寻江西美食。

在望仙谷鸣蝉巷， 还可以近距离走近中华传统匠艺，

选毛竹、刨竹节、剖竹，再将细竹篾编织成竹编，这些传统

工艺时常在篾匠铺门前进行。 在望仙谷，一定要感受“ 草

木染” 这项传统非遗项目。 游客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草

木， 用植物染就色彩， 一块块布料在手中变化出自然的

美，这或许就是一场奇妙的体验。

葛仙村：赏景观瀑品小吃

五月初夏，万物萌动。葛仙村的五月微风柔柔，鸟鸣啾

啾，深绿伴浅绿，粉白映花红。

葛仙村的五月，云开天自晴，在暮春的雨一次次潇洒

地挥手之后，青山绿了，果实熟了，水波碧了。 仙村的建筑

轮廓尽显，温婉而又典雅。

五月的葛仙村，花香齐齐，夏叶成帷，在这里穿上汉服

漫步在青石板路上，看最美的风景，拍下最美的照片。

河道环绕着村中屋舍，瀑布从高处倾泻而下，晶莹透

亮，在瀑布边走一走，感受微风吹来的凉爽气息。

在五月微风不燥的日子，可以去街头的咖啡店，在观

景露台欣赏仙村美景，品香浓咖啡，亦或在这里唱一首属

于自己的歌，度过一个慵懒惬意的午后时光。

夜幕降临时，还可以提灯游仙境，提一盏花灯漫步在

灯火通明的街巷，逛一逛风物集市，品尝美味小吃，观赏

震撼人心的实景光影秀，感受仙村夜晚的如梦似幻。

初见万木芳华 ，原

来时已至夏。 初夏的上

饶， 谢了桃李， 瘦了樱

絮，山野一片青草绿；初

夏的上饶， 天空蔚蓝而

明媚，一缕夏风拂过，绿

水柔柔荡碧波……

随着气温回升， 广信区田墩镇七峰村的龙鳞坝

成了热门打卡点。

山清水秀的七峰村环境优美， 一河两岸景观有

三条拦水坝，其中有一处网红打卡点龙鳞坝，水流淌

过时激起一阵阵水花，在阳光的照射下波光粼粼。站

在岸边可以看到，错落有致的“ 龙鳞片”分布在河坝

上，清澈的河水漫过鳞片，波光粼粼的水面映出蓝天

白云，美不胜收。

待到炎炎夏日，赤着脚站在水中，踩一踩鳞片，

清凉的河水抚过脚面，一扫夏季的闷热，特别是到了

暑假和周末，这里更是小朋友们的天堂。

七峰村还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七峰岩叶挺将军

囚室旧址、港口美丽乡村游步道、鄢家老宅幸福食堂

等特色景点。

七峰村龙鳞坝成新 晋网红打 卡点

本报记者 吴淑兰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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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庆光 摄

钟蔚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