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陶醉在江岭油菜花海丛中

婺源之旅的第一站， 是到著名的
江岭观赏油菜花， 此时北京乍暖还寒，
而婺源已是春暖花开。 从县城坐上大
巴车， 不多时， 便看见路边一片片的
油菜花格外绚丽。

导游介绍说， 婺源地处江西东北
部， 与安徽、 浙江两省交界， 而江岭
是婺源最值得去的地方之一， 位于婺
源县东北部， 以油菜花而闻名。 因地
势海拔近千米， 在明媚的春天里， 天
边的云海与山谷里的雾海笼罩着山谷
里的徽式民居与金黄的花海， 若隐若
现 ， 似人间仙境 ， 故有 “天上人间 ”
之美誉 。 此时正是油菜花初放之时 ，
为赏花的最佳时节。

不知不觉中， 大巴车已停在了山
道边。 走下车来， 眼前是一派迷人的
景象 ： 漫山遍野的油菜花呈梯田状 ，
从山顶铺散到山谷下。 放眼望去， 梯
田如链似带 ， 层层叠叠 ， 高低错落 ，
一派金黄。 大家不由分说， 纷纷向油
菜花海奔去。

江岭的油菜花 ， 真是名不虚传 ，
那一片片金黄， 好似梵高画中向日葵
的颜色， 欣欣向荣。 这美丽的花海遍
及山间、 村落、 山坳、 河岸， 犹如画
布徐徐铺展， 从高山到低洼， 壮观而
绮丽。 微风中， 花枝摇曳， 柔美而多
情， 丰腴而妖娆， 不由得使人俯下身

去， 闻一闻这花的芬芳。
置身于梯田中， 有一种误入画境

的感觉。 黄灿灿的油菜花与远山、 近
水、 粉墙、 黛瓦相映成趣， 不管是远
眺， 还是近观， 满眼的金黄， 使人心
情豁然开朗。 真是美在婺源， 醉在江
岭油菜花丛中， 令人流连忘返。

徜徉在李坑老街溪水间

李坑是婺源之旅的第二站 ， 导游
介绍说， 这是一个千年古村落， 因以
李姓聚居为主而得名， 建村于北宋年
间， 村落布局极有特色， 前面是大片
的油菜花田 ， 后面是徽派民居建筑 ，
两下结合， 富有意境。

走进李坑村， 一座灰色的石牌坊
矗立在村头， 上面 “李坑” 两个大字
异常醒目。 一条小河穿村而过， 小河
两岸为傍水建有徽派民居， 河上建有
各具特色的石拱桥和木桥。 河水清澈
见底， 河边用石板铺就洗菜、 洗衣的
小河埠， 有不少村民正在浣衣、 洗菜，

边说边笑， 活生生的一幅 “小桥流水
人家” 景象。

沿着村后的小路爬上一座小山 ，
全村景致尽收眼底。 村落被群山环抱，
村中明清古建筑依山而立， 粉墙黛瓦、
参差错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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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坑之美颇有
几分水墨画中大写意的景致。

李坑不仅景色美， 还有不少的美
食， 如花菇石鸡、 清焖荷包鲤、 李坑
炙肉， 其中李坑炙肉是婺源的一道美
食 ， 颇有风味 。 来到一家炙肉小店 ，
我要品尝一下这里的美味。 只见小师
傅取出洗净的五花肉 ， 切成厚半寸 、
宽约巴掌大小， 用竹串之投放佐料中
稍浸， 然后放在刚刚燃过的糠灰上两
面翻动炙烤， 当烤至肉油滴入火灰即
成 。 只见这烤熟的五花肉焦黄略红 ，
外脆内松。 我接过来， 细细品尝， 油
而不腻， 温香适口， 令人回味。

漫步于江湾古镇古色古香里

未到婺源之前 ， 便已闻 “江湾 ”
之名， 由此江湾成为婺源之旅的必游
之地。

来到江湾入口处，一处高大的石牌
坊古色古香。 导游介绍说，江湾位于婺
源县城东二十公里，地处三山环抱的河
谷地带，东有灵山，南有攸山，北有后龙
山，一条梨园河由东而西，呈S形从三山

谷地中穿行。 这是一座具有丰厚徽派文
化底蕴的古镇，始建于隋末唐初，文风
鼎盛、群贤辈出。 宋至清孕育出状元、进
士等官宦38人，传世著作92部，其中15
部16卷选入清代编纂的《四库全书》。 现
有保存尚好的三省堂、敦崇堂、培心堂
等明清官邸、徽派商宅，极具历史价值
和观赏价值。

漫步于江湾，处处感受着古镇古风
古韵。 这里的建筑布局卓具特色，一街
六巷，纵横交错，新旧有序，千年延展，
不乱方阵，且每条巷道各有个性，不见
雷同，古朴优雅，自成一景。

在导游的引导下， 先后游览了多
处古建筑。 培心堂是江湾知名的古建
筑之一， 门楣上书有 “乐山安宅” 四
个大字， 取孔子 “仁者乐山， 智者乐
水” 之意。 穿过门厅， 是一个正方形
的小院， 小院南墙下是一道端庄秀雅
的砖雕石库门楼 ， 桃 、 荷 、 菊 、 梅 、
渔、 樵、 耕、 读、 雀、 鹿、 蝠、 寿等
砖雕图案， 栩栩如生， 其中的 “拱宸
萃庆” 四字寓意深邃。 置身其中， 令
人倍感幽静、 典雅。

不经意间， 天上下起了小雨 ， 淅
淅沥沥， 使古镇在烟雨笼罩中别有韵
味， 不由得使自己放慢了脚步， 走在
这湿漉漉的青石板上， 心中充满惬意。
此时无须撑起雨伞， 只想真真切切地
体验这江南春雨的温婉和缠绵， 让心
灵在这蒙蒙细雨中得到净化。

□户力平/文 窦增来/图

江西婺源以油菜花、 徽派建筑、 明清古宅而知名， 而
阳春三月正是观赏油菜花的最佳时节。 当踏上南行列车的
一刻， 便想象着那漫山遍野的油菜花与白墙黛瓦所交相辉
映的迷人景象。 当置身于万花丛中， 那阵阵清香， 便扑面
而来。 那争奇斗艳的斑斓， 使人流连忘返……

婺源醉美三月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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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旅游热” 的不断升温 ， 人
们的旅游口味也开始发生了变化， 过
去那种 “到此一游、 留影纪念” 的直
观法， 正面临着具有浓郁生活气息的
“野味” 旅游的挑战。 那么， 旅游中的
“野味” 究竟体现在哪儿呢？

提到 “野味”， 人们首先会想到野
餐。 旅游中， 大家在草坪上席地而坐，
边吃边谈边看， 那是别有一番情趣的。
一般来说， 野餐的形式可根据旅游人
员的多少， 地点的远近， 时间的长短
可繁可简。 餐具最好带那种刀、 叉子、
起子合一的 “多功能” 式的， 那种组
合式塑料餐盘既轻便又实用。 有时小
小的牙签也能替代筷子的功能。

另外 ， 别忘了带上一块塑料布 ，
这样既有吃饭的气氛又比较讲究卫生。
如果您去海边旅游， 想尝尝鲜， 那么，
还要带上精巧的酒精炉、 饭盒等。 野
餐不同下饭馆， 它的目的不是大饱口
福， 而是为了活跃旅游的气氛， 因此，
野餐的食品应以快餐、 凉食为主， 口
味也要清淡一些。 饮料不必带的过多，
但背壶却不可不带， 因为喝水、 洗手
都离不开它 。 如果野餐的人比较多 ，
为了活跃气氛， 还可事先让每个人准
备一样自己烹调的拿手好菜， 如果再
带上吉他 、 口琴 、 录音机等 ， 那么 ，
野餐的味便会更浓。

其实， 旅游中的 “野味 ” 并非只

是野餐一种，
春、 夏、 秋、
冬 、 名山大川 、
普通郊外 ， 可以说时
时、 处处都可体现 “野味”。 比如： 河
边垂钓、 湖中泛舟、 林中起舞、 草地
打球、 游泳嬉水、 登山骑马 、 采集标
本、 风景摄影， 洗海澡、 日光浴、 观
日出、 赏奇景、 观雪景、 看冰灯、 架
帐篷、 搞宿营、 采山货、 拾贝壳等等，
简直是不胜枚举。

那么， 为什么有的人却是身在原
野难寻 “野味” 呢？ 这里也有个知识、
眼力的差距问题。 同样来到一块草坪，
有的人就觉得太平常， 没什么好玩的，

而有的人则认
为这是城里人难得的一

片 “绿洲”。 他们在此既可举杯畅饮，
也可抛接飞碟， 还可打牌下棋， 要是
做几个别开生面的智力游戏， 那更是
妙趣横生、 锦上添花。

由此看来， 旅游中的 “野味 ” 决
不是按照什么固定的模式套出来的 ，
而是根据自己的爱好 、 兴趣、 所处的
环境等 “自我设计” 的结果。 只要我
们善于观察 ， 勇于实践 ， 不断创新 ，
那么， 您的旅游生活一定会充满情意、
富有个性。

■■人人在在旅旅途途

旅游怎样有“野味”
□王慎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