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节期间， 余干县在康山垦殖场插旗

洲举办了“ 瑞鹤陪你过大年，浓浓辣味在余

干”活动，让游客在观赏白鹤的同时，还能

体验当地的年俗。

在插旗洲，数万只候鸟时而栖息觅食，

时而翩翩起舞， 与鄱阳湖构成了一幅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 广大摄影爱好

者和游客来到了这里观鸟拍照。 在活动现

场，社庚米糖、草龙灯、河蚌舞、余干辣椒等

余干非遗民俗展，体现了当地浓浓的年味。

同时， 余干还举办了白鹤生态摄影比

赛，以“ 白鹤之乡 忠义余干”为主题，拍摄

内容为白鹤、天鹅、大雁等候鸟，鄱阳湖、琵

琶湖等自然风光，余干文化、旅游景区及余

干新风貌，通过艺术的视角，用镜头记录下

余干县生态之美，定格“ 湿地精灵”的动人

瞬间。比赛共征集摄影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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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经过专

业评选，评出一等奖

1

幅、二等奖

3

幅、三

等奖

5

幅等，并于

1

月

27

日开始在余干县

美术馆进行展出。

春节期间， 时光

PARK

举办的时光新春

大庙会活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与幸福撞个满怀， 时光新春大庙会欢乐

不断，启新潮，寻年味，带领游客回到至纯的

新年时光。初一到初八每日精彩不打烊，在时

光

PARK

开心过大年。 全新的流星瀑布烟花

秀，带游客步入开启新篇章的

2023

年。 灯光

跳跃遇见烟火的闪耀， 烟花瀑布邂逅新年的

钟声，就如火树银花般璀璨。红红火火过大年

少不了我们最熟悉的新春民俗表演， 川剧变

脸、抬花轿、踩高跷、焰火杂技等传统表演别

样精彩。还有新春庙会美食节，吃喝玩乐一站

式全搞定，满足各年龄层次的需求，广大游客

与市民在这里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光。

责任编辑：吴淑兰

电话：

8237576 Email:srrbzt@163.com

2023

年

1

月

29

日 星期日

同样的风景 不同的精彩

周 刊

2

旅游

乐行走

位于广丰区“ 广丰里”的老

广丰展陈馆，以人为主导，以文

化为核心，集生态、生活、教育、

科普业态体验于一体，涵容广丰

历史上的老文脉、老店铺、老建

筑、老工匠等传统文化、民俗、技

艺与精神，通过图版、实物陈列、

场景复原、多媒体、互动情景、文

创产品等展示方式， 将陈展内

容、地域文化与业态环境紧密结

合，让参观者看懂、读懂、听懂广

丰文化并产生兴趣，唤起“ 广丰

侬”爱家恋乡的丰富情感，振奋

新时代“ 广丰侬”的奋斗精神。

老广丰源于本区域的山山

水水、丰富物产的养育，源于千

年古韵的传统人文、地域文化的

厚载，故而将第一、二、三、四层

分为四个展厅，分别冠之以老手

艺、老建筑、老店铺、老文脉、老

影像之名进行展陈。

第一展厅“ 老手艺”主要以

非遗展示为主，融汇夏布、木雕、

棕编、柚子浮捏、广丰炒粉等众

多非遗项目，体现广丰人的老工

匠、新创造的精神。第二展厅“ 老

建筑” 则是将已经成为国保、省

保文物单位广丰传统的建筑文

化之老民居、老宗祠、老文教、老

戏台作为平台，结合性展示部分

传统非遗文化，凸显此次展示文

化传承展示主要目标。“ 老文脉”

主要展示广丰行政区域建制沿

革、地理山水风貌、文明文化起

源、语言腔调方言以及名人名士

寓贤。第三展厅“ 老店铺”以广丰

永丰镇传统街区商业、手工业不

同业态“ 店铺”为载体，真实还原

展现当时的街景和丰富的商业

文化。第四展厅“ 老影像”主要通

过对广丰人奋斗拼搏过程，来展

现广丰人激情昂扬的精神风貌。

本报讯 记者 吴淑兰报道：

近 日 ， 中 国 气 象 局 公 布 了

2022

年国家级避暑旅游目的

地评选结果 ，德兴大茅山景区

成功入围 。

国家级“ 避暑旅游目的地”

是国家气候标志的子品牌，是衡

量一个地区避暑旅游气候、生态

环境的综合评价和权威认定。德

兴大茅山景区优良的气候避暑

禀赋、气候生态环境、气候舒适

性、避暑旅游资源和较小的气候

风险，符合国家级气候生态品牌

相关评价标准， 被授予国家级

“ 避暑旅游目的地”。

大茅山风景区位于德兴市

境内， 是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

全年无酷暑天气，平均最高气温

24.3℃

。 夏季均为舒适期，其中

“ 非 常 舒 适 ” 以 上 天 数 占 比

45.9%

；夏季气候度假指数“ 适

宜”以上日数占比

72.8%

，“ 很适

宜”以上日数占比

67%

；环境空

气质量指数优良天数占全年

99%

，达到环境空气质量一级标

准，森林覆盖率为

97%

。

春节期间，我市各大景区

迎来了兔年“ 开门红”。虽然是

“ 人从众”模式，但各景区秩序

井然，一派喜庆祥和的氛围。

在三清山景区，正月初一

当天，游客们早早就来到了景

区，排队购票，有序检票进入。

在网红打卡地，爱拍照的游客

也是排队拍照，一路上欢声笑

语，为三清山美景增添了几分

生气。 正月初三的三清山，雪

后初霁，更显诗意浪漫，吸引

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登山之

路有些湿滑， 没有一句催促

声， 大家还时不时伸出“ 援

手”， 共同欣赏三清山那纯白

新装。“ 三清山的景色太美了，

而且游客也讲文明，游览起来

很顺利， 这次真的是不虚此

行。 ”来自浙江的游客李先生

开心地说道。

在灵山景区，车辆整齐有

序停放在划线内， 游客也是排

队检票坐缆车上山。在灵山上，

超萌的兔型玩偶和气模， 深受

游客朋友们的喜爱， 成了景区

的新晋打卡点。 孩子与游客一

一上前拍照留念， 没有出现攀

爬现象。 一路上，垃圾入桶，整

洁的路面让游客倍感舒心。

大年初一，龟峰景区也迎

来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众多游

客，景区停车场、游客中心等

区域一大早就热闹非凡，但现

场秩序井然， 管理安全规范。

美食节现场也是人潮涌动，游

客有节制地购买，绝不铺张浪

费，倡导“ 光盘行动”。

文明旅游一小步，美丽和谐

一大步。 人在旅途，如果没有文

明相伴，即便邂逅再美的风景，

旅途也不算完美。 因此，想要尽

享旅行之美，别忘了带上文明一

起上路！ （ 记者 吴淑兰）

文明旅游一小步

美丽和谐一大步

老广丰展陈馆

讲述广丰历史文化

余敏 本报记者 吴淑兰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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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茅山景区入围

国家级“避暑旅游目的地”

游

消息

一年一度的春节假期， 在热闹喜庆

的氛围中落下了帷幕。这个长假，我市各

景区都是游客如织、人头攒动，美丽的自

然风光、传统民俗表演、非遗节目展演、

烟花大秀等给游客留下了深刻印象，令

人流连忘返。

春节假期， 在世界自然遗产地———三清山，

游客不仅可以欣赏到鬼斧神工的自然风光，还能

感受浓浓的“ 文化味”。

受强冷空气影响，这个假期三清山迎来了兔

年的首场降雪，景区内银装素裹，分外妖娆。五湖

四海的游客慕名而来，或三五好友，或全家出动。

除了为游客呈现雪后初霁的壮丽景观外，景区还

在游人广场准备了舞狮子、写“ 福”字、变脸秀、

“ 贺新春”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表演，吸

引了大量游客驻足观看，精彩的演出迎来了阵阵

掌声，现场一片欢声笑语。

三清山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里的“ 三清书

房”春节假期也不打烊，既满足了游客的阅读需

求，也为大家提供了舒适的休憩点。 志愿者积极

引导，热情服务，令广大游客赞不绝口，使他们在

饱览三清山美景的同时，可以尽情享受景区的文

化大餐，感受浓浓的“ 文化味”，体验一次难忘的

三清山之旅。

自除夕当天起，婺源各大景区就已是人气爆棚，丰富多样的娱乐和民

俗文化活动渐次登场。 烟花秀、变脸、板凳龙等年俗元素营造出浓浓“ 年

味”，传统民俗文化有机融入春节活动，文化迎春氛围浓厚，非遗体验、民

俗等活动深受游客欢迎。据不完全统计，除夕和初一景区客流量已经远超

去年，实现了翻倍增长。婺源在平安有序的前提下，实现春节假日旅游“ 开

门红”。

春节里，婺源篁岭景区“ 福禄寿”三星齐聚，招财纳福喜迎四面八方的

游客。他们与游客互动，派发红包、糖果等新年小礼物。现场还表演了中国

民间艺术———古彩戏法，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中华传统艺术魅力。 此外，还

有街头变脸、非遗板凳龙等活动贯穿整个春节假期，让游客们感受和体验

浓浓的民俗年味。

这个春节，婺女洲“ 红红火火”，连续三天满房满座。 到婺女洲赏年俗

非遗，看烟花大秀，过热闹新年，成为过年旅行新体验。春节期间，在古

韵温婉的小镇中，挤满了五湖四海前来追寻“ 年味”的人们。各式民

俗演艺在街区上演，傩舞、婺花、锅庄盛典热闹非凡，与来往游

客进行互动。 游客们结伴来婺女洲穿汉服游园，解锁新春的

仪式感。 夜幕降临，非遗板凳龙和徽州鱼灯走街串巷，锣鼓

齐鸣，热闹非凡，勾起儿时的年味儿记忆。 烟火肆意，福满

人间。 游客齐聚傩舞广场，看璀璨浪漫的烟花在五显金

阁上空绽放， 迎接美好的新年。 实景演出 《 遇见·婺

源》 ，成为到婺女洲游玩的必打卡项目。

此外，江湾、李坑、灵岩洞、思溪延村等景区也

都迎来了八方游客。

1

月

22

日（ 大年初一）一大早，灵山就迎

来了络绎不绝的游客。在“ 雀兔之恋”景点处，

那只未经雕琢的亿年“ 神兔”成了“ 网红”，游

客纷纷拍照打卡。 还有超萌的兔型玩偶和气

模，深受游客朋友们的喜爱。万众期待的高空

仙女表演、国风快闪舞蹈如期上演，成为景区

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吸引众多游客驻足围观。

现场气氛活跃，火爆异常。

1

月

23

日（ 大年初

二） ，一场瑞雪的降临，给新春的灵山又增添

了一份仙气和灵气。

最吸引游客目光的还是位于“ 龟蛇合体”

景点的高空表演，花样走钢丝、摩托车飞跃天

险、骑行车送祝福、孙悟空筋斗云等，整个表

演精彩绝伦，令人惊心动魄，不时赢来现场热

烈的掌声。 景区工作人员表示，如因下雨、下

雪、五级大风等天气情况，不能正常表演，现

场会以广播形式通知游客。

春节期间，各地游客齐聚年味浓浓的龟峰，看表

演、品美食，各种精彩的新春嘉年华系列活动火热进

行， 到处充满着欢乐祥和的气氛， 游客出行热情高

涨，龟峰景区安全有序迎来“ 开门红”。

美食节现场人潮涌动， 近百种特色美食同时呈

现，让游客们大饱口福，品味舌尖上的盛宴；萌宠乐

园里热闹非凡，游客们近距离与动物们接触互动，开

启了春节游玩新风尚。

妙趣横生的的杂技表演， 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

围观；一张张浓墨重彩的戏剧脸谱，在不经意的瞬间

随心变幻，川剧变脸大师的现场演绎，让现场观众身

临其境地感受国粹艺术，并与大师进行欢乐互动。游

客纷纷表示，龟峰的春节“ 年味足、很热闹”。

虎啸九州展雄姿，玉兔携春又迎新。望仙谷景区在春节假期推出了一系列热闹

喜庆的民俗表演来迎接新年的到来，景区处处张灯结彩，人流如织，舞龙舞狮、“ 仙

侠”巡游、板凳龙等传统民俗节目在望仙峡谷小镇精彩演绎，“ 仙侠年”吸引了众多

游客纷至沓来。

在峡谷小镇，舞龙表演轮番上演，寓意龙腾虎跃、平安喜乐；衣袂飘飘、行云流水的

水袖表演，带来了一缕清新的古风；游客还可偶遇在小镇上昼夜守卫、保护安危的“ 锦

衣卫”；三书六礼十里红妆，凤冠霞帔锦衣华裳，一场古老的汉婚表演吸引了游客们的

目光；篝火晚会，载歌载舞，大家欢聚一堂；板凳龙灯点亮时，人群簇拥着龙灯前行，祈

福平安。 景区处处充满欢声笑语，人们在此回归传统的年俗，重逢久违的年味。

新春景区人气旺

文旅融合

“开门红”

本报记者 吴淑兰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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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景区人气爆棚

婺 源

游客多 文化浓

三 清 山

高空表演精彩绝伦

灵 山

新春大庙会欢乐不断

时 光

PARK

特色民俗表演引客来

望 仙 谷

赏白鹤 观年俗

余 干 插 旗 洲

看表演 品美食

龟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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