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蔚然深秀的琅琊山、 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
小岗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明中都皇故城……
位于安徽东大门的滁州，拥有众多驰名海内外
的景区。日前，滁州市推出“江淮分水岭·滁州江
淮岭脊线”风景道，连接全市 8 个县区，总长超
过 400 公里，分为七段：定远—凤阳龙岭段（金
岭）、明光军岭段（绿岭）、南谯松岭段（青岭）、全
椒慢岭段（蓝岭）、来安红岭段、天长鬘岭段（橙
岭）、琅琊山文岭段（紫岭）。让我们跟随“旅游达
人”，自驾探索江淮分水岭上那些小众而迷人的
景色吧。

南谯松岭

“旅游达人”王亚：金秋时节，天朗气清，约
上三五好友，最适宜自驾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南
谯松岭段。 伴着清晨暖阳和凉爽微风，从滁城
出发，大约 40 分钟后行驶至南谯文岭段，置身
于“醉”美茶道，目光所及之处皆是绿树成阴，
沿着色彩明艳的彩虹路，穿越施集镇的茶山栗
海，一排排民宿错落有致。 正是与美景不期而
遇，让自驾多了份悠然和乐趣。

文岭段是南谯松岭段主线之一，全长 14.8
公里，东接琅琊山南大门，西连全椒碧云湖，途
经国防教育基地、悠乐谷、栗山茶海驿站、古栗
广场、刀劈石、葡萄泉、井楠茗宿、流苏幻影、双
石山等景区景点。 远可眺望琅琊山色、碧云湖
景，近可观栗山茶海、花山簇锦，顺着风景道还
可游览滁州四大名泉之一的葡萄泉，感受“天
然氧吧”。

傍晚时分，迎着晚霞来到井楠茗宿，坐在
栗树下，边品尝温热青茗，边欣赏落日余晖，跟
朋友们聊聊一路上的风景和感受，享受着难得
的惬意与放松。 晚餐让人十分期待，“春雪板栗
焖五花”作为茗宿餐厅的招牌菜，引得食客垂
涎欲滴。 绵软的板栗，浓郁的五花肉，在茶香的
烘托下，各具滋味，又相得益彰。

来安红岭

“旅游达人”苗竹欣：练子湖畔白鹭飞，高
山峡谷风光美，一条山峦叠翠、蜿蜒曲折的彩
虹道串连起青山绿水、古朴村落、千年银杏、风
车巨阵、红色景点。 行驶在位于来安县的江淮
分水岭风景道———红岭段，犹如置身于巨幅山
水画卷之中。 远山如黛，近水微澜，当你还在为
眼前的美景赞叹不已时，山路一转，新的惊喜
又猝不及防地闯入眼帘。

站在杨郢乡高山大峡谷旁吹着山风，只见
远山近岭连绵起伏， 一座座风车擎天而立，目
之所及，山、水、岛、亭、农田、风车浑然一体，令
人心旷神怡。

来到杨郢乡宝山村， 沿着石阶一路向上，
便可见一棵披满红绸的古树屹立于半山腰上。
古树基部， 萌生出 8 株不同年代的小银杏树，
如同一母生 8 子，形成了老、壮、中、青、幼“五
代同堂”的奇观。 1500 多年来，这棵银杏虽历经
雷击、火烧，却依然保持着雄伟挺拔的姿态，默
默守护着这一方百姓，当地百姓和游人则习惯

用一根根红绸表达自己的期待与信任。
在杨郢乡高郢村界牌组，40 余座由青灰色

的火山石搭建而成的民居散落在青山绿树之
间。每一座房子火山石都由老石匠精心挑选，石
头形状并不规则，且不用泥浆固定，历经风雨却
屹立不倒。 狗吠阵阵，炊烟袅袅，置身其间，仿
佛走进了陶渊明的诗。

美景是自然的馈赠，美食则是自然馈赠与
人类智慧的结晶。 “一、二、三，起”一声劳动号
子，打破黎明的宁静，一张渔网，将鲫鱼、昂刺、
小龙虾等水产“一网打尽”，不需要太复杂的烹
调手段，这一口新鲜美味也足以让人沉醉。 湖
里的鱼，山上的羊，田里带着露水的青菜……风
景道沿途村民就地取材，开发出灶台鱼、一网
捞、烤全羊、全羊汤等美食，让游客在饱览美景
的同时，味蕾也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全椒慢岭

“旅游达人 ”沈果 ：椒岭风景线 （全椒 “慢
岭”）由南向北而上，主廊道全长 51 公里，恰似
一条绿丝带，串联起“山、水、林、城”的自然美
景。线路按主题分为龙山岭脊体验段、生态田园
乐活段、自然山水养心段等 3 个特色区段，大墅
龙山旅游度假区、悠然自得采摘园、神山国家森
林公园、黄栗树小镇、周家岗烈士陵园等 16 个
各具特色的景点散布在主线两侧。

“欲持一瓢酒，远慰风雨夕。 落叶满空山，
何处寻行迹。 ”唐代大诗人韦应物在《寄全椒山
中道士》，借写全椒秋天深山之景，抒发诗人思
念之情，诗作写景独到、抒情真挚，诗境情韵深
长、耐人寻味。 如今，在江淮岭脊线椒岭风景线
上就可以觅到这种独到的风景。

“车在画中游”是给我的第一印象。 这条风
景线因地就势、富于变化，注重观赏性、慢速度，
游客驾车经过时不经意地减慢速度，慢慢欣赏
美丽的乡村景色和自然风光，眼前景色随道路
变化而各异，每到一个区域都有相应的景观节
点：在娘娘顶、“1314”爱情大道，感受浪漫的爱
情故事；在神山森林公园、饮马泉、张户坝，体验
自然田园风光，在大墅龙山、山湖湾旅游度假
区，来一场身心愉悦的放松之旅；在悠然自得采
摘园、自然乐园，零距离感受传统农耕之乐。

明光军岭

“旅游达人”李荣荣：在阳光和煦的周末或者
假日， 沿着明光市 50公里军岭迷彩段风景道主
道自驾，承载着历史和文化记忆的山、水、林、田、
湖、草次第展现在眼前，让你远离城市的喧闹、摆
脱生活的烦恼，静享自驾之旅带来的无限体验。

如果你想拥有生态旅游体验，华东汽摩营

地的休闲垂钓、丛林越野、星辰露营，静港营地
的篝火晚会、房车营地、家庭农场，八岭湖旅游
度假区的激情漂流、森林漂流、竹筏漂流以及真
人 CS、沙滩摩托车、滑草、射箭、马术、儿童乐园
等体验项目是不二之选。

如果你想体验一把自然风光，江淮之间保
存最完好的原生态天然大型草场———黄寨草场
值得你来“打卡”。 随风摇曳的绿草、悠闲吃草
的牛马、时而低飞的白鹭，随处可见的房屋与围
栏残存着军马场的记忆，仿佛看到明初皇家在
此练马的场景。

如果你想感受碧波湖水的清澈浩瀚，那一定
要来素有皖东千岛湖之美誉的跃龙湖。 100平方
公里的湖水碧波荡漾、清澈透底，老嘉山、中嘉
山、白云山、杏山、乌山、黄寨草场环绕其周围，时
人赞曰“分水岭水十八湾，湾湾景色不一般”。

在自驾的旅途中，少不了到尖山村体验农
业生产活动，到尹集村“品读农文，诗意民宿”，
到月牙湾生态园体验“安徽省四星级农家乐”的
优质服务，到柴郢村见证千年古银杏树、百年木
瓜树的历史变迁。

天长鬘岭

“旅游达人”汪启湖：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天
长段，以“天长地久”为主题，主打爱情大道，所
以又叫“天长 99”公路。

“天长 99” 公路的起点为 G345 来安交界
处，位于汊涧镇，境内有釜山生态旅游度假区和
釜山生态基地。 其中，釜山生态旅游度假区是
3A 级旅游景区，山青水秀，拥有 367 公顷的成
片原生、次生林，1 亿立方米的水面库容，森林
覆盖率达 60%以上。 釜山脚下，长山民宿最宜
入住。 这里的家具以原木为主，处处透着朴素
和温馨，小小的绿植点缀，让人心情舒畅，看着
窗外的风景，感觉自己全身心融入大自然。

早上，从长山民宿出发，沿风景道航拍“稻
田画”，览田园风光，“打卡”十里芦花、川桥水库
等自然风光；中午，品川桥大鱼头，下午在水库
边休闲垂钓；晚上，返回长山民宿，品皖东农家
乐特色美食。

“天长 99”公路沿线的金集镇草庙山度假
区颇负盛名。 面积近 3000 亩的草庙山，属江淮
分水岭余脉。 山上有千亩茶园和翠竹园，山下
有千亩杨府水库。 传唱海内外的歌曲《好一朵
茉莉花》原唱娄丽红，就出生在草庙山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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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讲解员讲百年党史·

铜陵解放中的《江防图》

讲述：铜陵市博物馆 罗尹

整理：本报记者 张理想

在铜陵市博物馆，有一张陈年泛黄的旧图纸。 别看它不
起眼 ，却是国家一级革命文物 。 72 年前 ，正是靠着它 ，人民
解放军摸清敌人军力部署、成功飞渡长江 。 它的名字叫 《江
防图》。

轻轻展开这幅手绘图，时间拨回 1949 年初春。 当时，人民
解放军挥师南下，直抵长江。国民党军队退守长江南岸，企图凭
借长江天险划江而治。中共中央军委发出“打过长江去，解放全
中国”的号召，如滚滚春雷回荡在长江之上。

渡江战役前夕，中共铜陵县委按照上级指示，在江边建立
了 15 个情报站，全力侦察敌情。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为了获取
更加准确的情报，我党皖南游击队员们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
通”。有的利用伪装身份，打入敌人内部；有的扮成民夫、渔民接
近江防，实地侦察；有的手提竹篮去敌堡附近“挖野菜”，刺探军
情；有的假扮卖烟小贩巧与敌人拖延周旋。这不是电影场景，这
是你死我活的战争！很多同志不幸被捕、惨遭杀害，但一批批勇
士紧随其后，迅速顶替上去继续开展工作。 历时 2 个多月的缜
密侦察，终于摸清国民党军在铜陵段军事布防情况，并绘制成
了这幅《江防图》。

这么重要的情报，怎样才能从戒备森严的敌人眼皮底下尽
快送达江北呢？这时，中共铜陵县委交通员、土生土长的铜陵人
赵傍根站了出来，决定只身冒死泅渡！他就是著名电影《渡江侦
察记》中侦察员小马的原型！

4 月 17 日深夜， 赵傍根用一根细麻线将装有江防图的小
竹筒紧紧拴在自己身上，随后从羊山矶纵身跳上一只小渔盆向
江北划去。虽然只身渡江，但敌军还是发现了他。机枪向着江面
猛射，赵傍根前后躲闪，奋力划至江心。 此时水深流急，小渔盆
难以前进，他的心揪成一团。时间多一秒，他就多一分被击中的
危险。 自己牺牲事小，可情报怎么办？ 想到这，赵傍根迅速脱下
外衣，跳入水流湍急的江心。初春的江水依然寒冷刺骨，但这对
他来说早已不算什么，他的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死也要死
到对岸！ 一定要将情报按时送达！

赵傍根拼了命向北游，斜跨几公里的江面。 东方露出鱼肚
白，经过四五个小时与江水的奋力搏斗，赵傍根挣扎着爬上长
江北岸，已经筋疲力尽，冷得缩成一团，虚脱晕倒在江岸上，幸
好被正在巡逻的解放军战士及时发现。渡江战役总前委委员谭
震林打开小竹筒，展开《江防图》，顿时大喜过望 ，连声说道 ：
“好！ 太好了！ 太好了！ ”

有了这份敌军《江防图》，人民解放军如虎添翼。 4 月 20 日
晚，渡江战役打响，解放军中突击集团率先突破长江天险。 4 月
21 日上午 8 时，铜陵县城即被我军攻克。 从此，铜陵以“江南解
放第一城”的殊荣永载共和国史册。

赵傍根夜泅长江送《江防图》的故事，广泛流传了开来。 著
名电影《渡江侦察记》中塑造的那个机智灵活、英勇顽强的解放
军侦察员小马，就是以赵傍根为原型。

“一部手机游宣城”旅游年卡上线

日前，宣城市文化旅游协会推出“一部手机游宣城”长三
角旅游年卡活动。 年卡持有者不仅可在宣城市区域 (含各县
市区 )享受签约旅游服务企业的各项优惠服务 ，而且可享受
长三角地区（沪苏浙皖）签约单位的优惠服务。 目前，宣纸文
化园、水墨汀溪、桃花潭、绿林谷、徽源酒店 、南天宾馆 、宣城
宾馆等 80 余家企业已签约加盟该活动。 持卡人从办卡之日
起 ，一年内 （365 天 ）可以天天免费进景区游玩 ，宾馆首次住
宿每天百元左右 ， 民宿百元左右包吃包住 ， 并可免费看电
影、打高尔夫、射箭、骑马、游泳、乒乓球、羽毛球 、篮球等 ，同
时享受餐饮、牙齿护理、洗浴等折扣优惠。 用户可关注“宣城
融合文旅”微信公众号，扫码注册购买旅游年卡。 （旅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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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 29件旅游商品获全国大赛奖项

近日，2021 中国特色旅游商品大赛在四川乐山揭晓获奖
名单。我省选送的旅游商品夺得 4 项金奖、17 项银奖和 8 项铜
奖，获奖总数全国排名第五，其中获得大赛金奖的旅游商品分
别是：“Yogor·雅斯佳渔具系列”“溜溜梅·溜溜梅梅冻”“Amos
亚摩斯·迪士尼星空紫系列”“稀物集·石台硒红茶”。 近年来，
安徽省大力推动文旅产业和各经济领域融合发展， 通过深挖
当地历史和地方文化内涵，推出了一批涵盖历史文化类、食品
饮品类、日常生活类、旅游纪念品类、非遗类等多类型文创和
旅游商品精品。 此次获奖的旅游商品主要有这些特点：一是与
文化符号巧妙结合，赋予传统文化新的生命；二是与科技创意
普遍融合，微创新遍地开花；三是与时尚元素灵活耦合，外观
设计赏心悦目，突出展现了安徽文化旅游商品的新技艺、新技
术和新创意。 （张理想）

·旅游短波·

··旅游视点··

近日，在合肥市瑶海区青年创意田园，市民在园区里休闲
游玩。 本报通讯员 解琛 摄

�� 来安县池杉湖景区。。 （（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李博 摄

�� 地处江淮分水岭的滁州市南谯区““茶乡””
施集镇井楠村。。 本报通讯员 李晓村 摄

�� 越野自驾爱好者冒

雨驾车穿越江淮岭脊线

明光市老嘉山国家森林

公园。。
本报通讯员 王绪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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