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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1

日，一场集技巧、体能和运

动为一体的高空特技表演，在

灵山景区龟蛇合体景点

精彩上演， 特技表演

者先后给游客们带

来了高空花样走

钢丝 、自行车高

空炫技、孙悟空

筋斗云和摩托

车飞跃天险等

惊险刺激的表

演项目。

云 做 舞 台

天做幕，一丝钢缆

绝技出。 此次表演

的重头戏是高空花样

走钢丝节目。 特技表演者们在钢丝上时

而大步向前、时而挥手致意、时而悬挂不

动， 在高空中做出各种各样的高难度动

作，现场掌声不断。一名身怀绝技的女演

员手持

18

公斤重的平衡杆，在高度百余

米、长度

200

多米、直径

21.5

毫米的钢

丝上进进退退，还能做“ 金鸡独立、燕子

探海、卧佛神功”等惊险又刺激的超高难

度动作，让人为之震撼。

从

2022

年

11

月

11

日起，在天气允

许的情况下， 灵山景区每天将给游客带

来三场高空特技表演， 高空特技表演时

间将一直持续到

2023

年

11

月

10

日。

接下来 ， 景区还会陆续推出悬崖

帐篷 、 悬崖秋千等一系列户外极限挑

战项目。

游

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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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已过“ 立冬”节气，但婺源深秋的美景才刚刚开始，

一片秋意浓。 婺源石城红枫此时也进入了最佳观赏期。

伴着朝阳，晨雾弥漫，几抹红枫点缀其间，呈现出

一种朦胧缥缈的美，这种缥缈而又梦幻的美，似在那天

上人间。秋末冬初的石城，吸引了大批的摄影爱好者和

游客，只为追寻这魂牵梦萦的晨光熹微。

村庄的上空环绕着淡淡的晨雾，白墙灰瓦、淡雾流

云，美得简直不像人间；石城的美，美在晨曦里，美在暮

霭沉沉中，美在奇石间，让人窒息，让人陶醉。

石城枫叶进入最佳观赏期

程新德 本报记者 吴淑兰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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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吴淑兰报道：近日，中国气象局公共

气象服务中心发布《 关于

2022

年中国天然氧吧评价结

果的公示》 ，我市铅山县成功入选。

铅山地处武夷山脉北麓，东近浙江，西接赣中，南

邻福建，北望安徽，是一个山川秀美、人文荟萃之地。县

内“ 千年古镇”河口镇、“ 千古一辩”鹅湖书院、“ 千峰之

首”黄岗山、“ 千载寺观”葛仙山、“ 千年纸都”石塘镇以

及“ 千首词圣”辛弃疾、“ 千古名臣”费宏和“ 千篇华章”

蒋士铨等“ 八千”景观声名远播。

另悉，近日，由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亚太

国际休闲文化北京中心和《 旅游休闲》杂志社共同研发

的“ 深呼吸健康旅游发展指数”及“ 康养旅游百强县入

围名单”发布，婺源榜上有名，获评“ 美丽中国·深呼吸

小城”。

“ 深呼吸小城”是指森林覆盖率达

50%

以上、空气

新鲜、适于“ 避霾旅游”的县域、县级市，也包括部分大

中城市城区、 郊区及重视生态环境建设的各类主体功

能区，创建和入选“ 深呼吸小城”的关键是当地党委、政

府对绿色发展有深入认识，并有具体的实施推进措施。

铅山县入选“中国天然氧吧”

婺源获评“美丽中国·深呼吸小城”

寻踪“饶南仙子”———五府山

本报记者 吴淑兰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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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1

月

20

日 星期日

同样的风景 不同的精彩

周 刊

2

旅游

乐行走

生 态 之 美

五府山自然景观丰富，由枫泽湖、五府岗、玉女溪、天龙

谷、竹帘坑瀑布、九井风光群六大景区构成，集悬崖、奇松、飞

瀑、险滩、森林、竹林、蜂园、寺庙、湖泊于一身，乃旅游之胜地。

枫泽湖

美丽的枫泽湖位于五府山脚下，

13600

余亩清澈的水

域是上饶的城市绿肺。 婀娜多姿的枫泽湖为群山环抱，远

观湖碧水尽渠，万顷波涛荡漾；近看分明是在画中游，不知

天上人间。 湖畔青山高耸，翠峰如簇。 白墙黛瓦的村落如珠

落玉盘，点缀在青山绿水之间，绘成了一幅天然的桃源胜

景。

2013

年，水库改造扩容为上饶市中心城区的饮用水源

地———大坳水库，为

100

多万城区人口送去清凉和甘甜。

五府岗

五府岗位于区域西南部， 海拔

1891.4

米， 由

8

座海拔

1800

米以上高峰相依形成，为华东第一屏障。在主峰可眺望旧

制的“ 浙江衢州府，江西广信、饶州府，福建南平、建阳府”，亦可

临其上观五府日出、五府云海，有胜泰山之感。 主要景观有高

山草甸和五指峰、鳄鱼问天、灵鼠斗龟蛙、一百石和尚、观日岩

等自然景观，坐上五府岗可观佛光、日出、云海等天文景观，适

合登山运动休闲、极限运动休闲、探险运动休闲。

玉女溪

玉女溪发源于五府岗的原始森林处，以秀、灵、奇见长。 其

位于区域西南部，全长

3

公里，沿途有冰臼遗迹、玉女皖沙、锁

龙怀石、心心相映池等丰富的自然风景，穿过锁龙桥进入玉女

溪，令人心旷神怡，流连忘返，美景尽收眼底。

天龙谷

天龙谷因山谷蜿蜒狭长似巨龙行于崇山峻岭，故而得

名。 谷内水流湍急，落差极大

,

瀑布成群

,

又有彩池环绕

,

交相

辉映

,

更有许多奇峰怪石汇聚于此，堪称“ 东南第一峡谷”。

天龙谷山高谷深、森林繁茂、风景秀丽，幽幽林间，溪流潺

潺，由上而下的清泉在参天古树、嶙峋怪石、丛丛灌木中流

过，形成了一组组野趣横生的瀑布群。

竹帘坑瀑布

漫山遍野清新的竹子，空气沁人心脾，从山谷里迎面

扑来凉丝丝的水雾，走到山谷尽头是一条竹根水汇成的瀑

布。 它咆哮着从山顶跌落，碧翠的绿幕中划出一条白线，婉

若游龙。 在瀑布两侧，繁茂的植被是天然的绿幕，瀑布之

下，潭水清澈且水声清越，实属难得一见之景。

九井风光群

九井风光群位于塘里村，山谷里由上至下，有九汪清澈

潭水。 伴随着轰隆隆的巨响，水流从上直冲下来，像是一幅

整齐而平滑的瀑布流击在一边的岩石上， 溅起的水花随风

飘散，仿似天上的仙女撒下的花瓣。湛清的潭水像透明的蓝

色玻璃，大家在潭中欢快地戏水，沐浴天然瀑布，传递着原

始的自由奔放。

人 文 之 美

五府山国家森林公园境内早在汉代就有人定居耕作，

迄今已有

2000

多年历史，留下了许多人文历史景观，其中

最著名的有农垦大院、共大园、毛竹关等。

农垦大院

农垦大院位于五府山镇甘溪村，土地革命时期，方志敏

率领的红军部队，踏遍了这里的山山水水，革命的火种，燃

遍了五府山。

1957

年，千名知识青年扎进五府山，他们筑路

修堤、开荒造田，用汗水和智慧为祖国建设提供了大量的急

需物资。 很快，贫穷落后的五府山，变成了农、林、牧、副、工

五业全面发展，欣欣向荣的新山区。

共大园

除了美丽的自然风光外， 这里还有一所充满老一辈人

回忆的学校， 那就是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五府山分校。 近年

来，五府山镇党委政府对共大旧址区域以红培文化、共大文

化为内容进行设计改造，打造成了集红色文化、知青文化展

示、体验、学习等为一体的共大旧址区———共大园。

共大园整体打造思想为“ 一心”（ 共大文化聚

集中心） 、“ 一环”（ 峥嵘岁月体验环） 、“ 五区”（ 共

大入口迎宾区、耕农劳作体验区、游憩休闲运动

区、户外集散训练区、芳华记忆宿舍区五个区） ，

整体由共大牌坊、校长接待室、打靶训练场、大礼

堂

-

会议室、峥嵘岁月广场、文化展示馆、林业系

宿舍、光辉记忆看台、共大篮球场、共大食堂、健身

房、劳作农田、游泳池等组成。

在这里，可以“ 走一段共大路、上一堂共大课、打

一枪共大靶、吃一顿共大饭、作一次共大工、听一回共

大史、看一场共大展、住一晚共大宿”，是一个集展示、

学习、培训、旅游、研学 、住宿于一体的多元文化教育基

地，将人文历史底蕴与自然生态基底相结合。

毛竹关

毛竹关位于五府山镇毛楼村， 地处赣闽边界的独特地理

位置，古时众多茶商频繁往来于此，因此毛竹关古驿道被认定

为“ 茶马古道”的一部分，毛竹关也被誉为“ 万里茶道第一关”。

毛竹关还是赣闽边界的交通瓶颈，更是军事攻防的边关要塞。

1935

年初，中央工农红军长征以后，国民党反动派集结十万重

兵围攻闽北苏区。 中共闽北分区委机关自大安撤往崇安长涧

源整编。 闽北红军的活动地域被压缩在毛竹关（ 禹溪至崇安长

涧源的通道）两侧的长涧源、坑口和禹溪的大山中，处境艰险。

以黄道为书记的中共闽北分区决定不能困守待援， 因此向敌

后出击，至外线作战；打击反动势力，扭转斗争局势，恢复老区，

开创新区。同年

5

月底，黄道、吴先喜率闽北红军二团与四团从

长涧源出发沿武夷山脉潜行。战士们攀岩缘藤，行程百里，队伍

成功抵达福建金钟山。

现今，古关隘附近留存诸多历史遗迹。穿过关隘的古道

随山势起伏，沿途景色多变绝佳。毛竹关见证了许多红色历

史，是探幽访古的好去处，也是当地重要景点之一。

畲族特色文化

五府山船坑畲族村位于五府山东南面， 坐落于山坳内的

平坦坡地之中，四面环山，由于外形酷似船只，因此得名船坑。

境内山峦重叠，溪涧纵横，森林覆盖率高。近年来该村船坑畲族

村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在依托优美

自然环境的基础上，充分挖掘畲族传统文化，先后荣获“ 国家森

林乡村”、“ 江西省省级生态村”、全省“ 乡村森林公园”、全省“ 旅

游扶贫示范点”称号，是江西省

3A

乡村旅游点。

三月山歌节

据记载：在唐总章二年至开元三年（ 公元

669

—

715

年），

山越（ 即畲族的祖先）首领雷方兴与同族人蓝奉高，在领导闽

南、粤东的山越人民反抗统治阶级的

40

余年斗争中，于景龙

六年（ 公元

707

年）被朝廷军队围困在山上，经过艰苦奋战，于

第二年三月三日冲出包围，取得了胜利，后人为了纪念他们，

便把三月三日作为纪念，每到这一天，畲民就自发聚集一处办

歌会，山歌对唱，以示纪念。畲族由福建迁入赣东北一带后，五

府山、铁山等乡镇的畲民就经常汇聚到五府山进行“ 三月三”

山歌对唱，形成了一道“ 情景结合”的独特景观。

横溪竹筏

船坑畲寨的热闹也蔓延到了船坑横溪， 这又是另一个

独立的“ 世外桃源”。汩汩流水穿村而过，村民们组队划着竹

筏在清澈的溪水中嬉戏。

2022

年，五府山镇船坑畲族村成功入选“ 中国美丽休

闲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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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绿水彩云追，人杰地灵纸亦贵。壑林雄风奇景秀，醉卧五府不思归。”五府山镇，地

处上饶市广信区南部，武夷山北麓，距离县城

50

多公里，森林覆盖率达

90

﹪以上。 春时

百花争艳，漫山锦绣；夏季雨水充沛，流银泻玉；秋季金风送爽，枫叶似火；冬日云雾缭

绕，如梦似幻。 大自然馈赠五府山秀丽的自然美景，也赠予她“饶南仙子”的美誉。

灵山景区推出高空项目新花样

辜承勇 本报记者 吴淑兰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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