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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武宁 快乐骑行

纷扰繁杂日盛的当今，健康尤为可
贵。追求健康，四季皆有可宜之事。而
秋日，宜登高。魏曹丕就说过：“岁往月
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
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与长久，故以享
宴高会。”所以，秋日，去登高吧。

3507 平方公里阔大的武宁县，八
山一水。盈盈一水间，千峰耸峙。秋日
来此登高，不会令人失望。

七百里修河，自西向东贯穿武宁，
一路曲折婀娜，左顾右盼，风情万种，宛
若一位少女。若没得男神的护卫，那少
女定有千般委屈。于是，自然造化，九
岭山在南，幕阜山居北，伟岸一路，追随
相伴着修河，自始至终。

两脉数百里匍匐拱卫，累了，便间或
抬起头挺直背，于是异峰突起，秀出山
岭。武宁境内的山峰，海拔超过1000米

的有 159座，海拔 1500米以上的 19座。
或雄阔，或瘦削，皆一律在蓝蓝的天下，
一定在干净空气的包裹中，在或近或远，
或跃动或平阔的碧水边，皆高而可攀。

老鸦尖 1656.7米，九宫山 1569米，
四面山1447米，太平山1329米，牵带诸
峰挺在修河北岸。武陵崖 1547 米，神
雾山（横岩）1217米，严阳山1521米，犁
头尖1648米，九岭尖1794米，率领群山
立于修河岸南。最奇柳山，高虽 600米
不足，却被修河在怀中揽着，“翼然如舞
天之鹤，宛然如入天之龙”，卓然独立。

首推九岭尖。赣西北最高峰，江西
诸峰中之“老九”。位于武宁、修水、靖安
三县交界处。大多数人从靖安上山，其实
从武宁登攀也是一种好选择。当然最完
美的应是，由靖安到武宁或由武宁到靖安
穿越九岭尖。深秋时节，九岭尖柔和的线

条蜿蜒在高天下。茫茫无际的草甸，褪去
春夏的炫装，呈现一片从容的黄，铺在柔
和的坡度上。苇絮飘飞，苇秆摇曳。这色
相，这线条，一同描绘出九岭尖的旷达
来。关于苍茫、旷达的体味，九岭尖能充
足地给予。好多人在岭上随意选一地宿
营，看草甸上日落日出。

武陵崖是不可不攀爬的。是的，我
是说“攀爬”，因为武陵崖的陡峻，这与
九岭尖迥然不同。南昌有个“好高骛
险”的旅游俱乐部定这里为登山基地。
它没有温柔的草甸，而是随时呈现嶙峋
甚至狰狞。如果你还年轻力健，那么来
爬武陵崖吧。当你把最顶峰那片狰狞
怪石踏在脚下，再也没有比这更有征服
感的了。当然，也有老当益壮者。山下
当地一个叫阳坑的小村里，一位热爱书
法的老者，虽然已年过九旬，但还是可

以带你到半山腰的。
从武宁上九宫山别有情趣。与山

北湖北境内开发成熟迥然不同，山南武
宁境内一处处原生的味道，犹如一道道
农家土菜，好像越来越对城里人表现出
更强的吸引力。给你推荐一日游行程：
从武宁县城驱车上汤乡，中途到船滩镇
坎头村听一场原汁原味的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打鼓歌，然后过“红军桥”，
上一个名叫“小九宫”的小村探寻彭德
怀当年在此的踪迹，看看革命先辈们在
此办公的、拘押犯人的老房子，攀上“石
船”寻找真人许逊挥剑斩孽龙的留痕，
再驱车直达九宫山顶，在佛寺道宫间来
往，在云中湖的天光云影里徜徉，在闯
王墓前凝思，在高大的风电机下听风
语。天色将晚，可留宿山顶感受凉爽，
不过最好是下山回到温泉小镇上汤，任

选一农家汤池，享受疲累后原汁原味的
汤泉带来的抚慰。也许，你还能碰到镇
里人在公共汤池共浴的风景。

你也可以登上太平山品茶论道，那
里有纯正的高山野茶，有存有数百年前章
真人肉体真身、宋皇明帝赐名的佑圣宫；
还可以登上凤凰山参佛禅修，那里有赵朴
初题词的千年古刹弥陀寺。不过，你一定
还得去登“中国的富士山”柳山。

因为它缱绻在修河的怀抱中，且就
在县城 20 里外。这孤峰柳山，不知何
年落在一片平畴上，被修河绕了个大
半，虽不足 600 米高，却有难得的卓
绝。当你不紧不慢、疲怠恰好地攀登上
柳山之巅，修河如玉带飘绕在眼前，会
情不自禁慨叹：“山水武宁”，名不虚
传！古人早就瞄准了这座山。南宋仙
翁白玉瞻游历柳山后，写下可与《醉翁

亭记》《岳阳楼记》媲美的《涌翠亭记》。
不信？你可品读其中一二句：山光浩
荡，江势澎湃，松声如涛，月华如水，萤
火万点，俯仰浮光，禽簧一声，前后应
和，飞青舞碧，凝紫流苍。到了唐朝，一
个叫柳浑的大官，辞官退隐，四方探胜，
选了柳山，修山门，筑书院，读书修身，
没想到最终以这“姜太公钓鱼”的姿态
引来征召，复出下山升官，做出更大作
为来。因为柳浑，柳山不仅有了现名，
还留下古山门至今成为古迹，留下了书
院在武宁人脑海中，留下了武宁文化圣
山的不可取代的地位。

柳山之秀，武陵崖之峻，神雾山之
幽，九宫山之雄，太平山之莽，九岭尖之
旷；赏景，健体，聚友，祈愿，考察……大
自然的味道，人生的味道，选个秋日，到
武宁登高来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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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好体育“台”

武宁精心承办环鄱赛分站赛，力争把其
打造成环鄱赛最精彩的赛站、传播武宁最有
影响的平台。

第五届环鄱赛首次在武宁举办分站
赛。此后，环鄱赛车队连年在武宁骑行。记
者注意到，每次承办环鄱赛，武宁都以高规
格成立筹办机构，近 40个部门参与。他们
制定了详实的工作方案，明确职责分工，在
多个层面密集调度协调，督促各项任务得到
落实完成。武宁县建设局局长卢贻梁是赛
事保障组成员，主要负责赛道、跑道路面整
修。虽然赛道每年基本不变，但他却总是想
让赛道变得更标准、更漂亮。今年，他的任
务特别重——一段 2 公里长的赛道进行改
造，正常情况下 12个月完工，但他硬是“白
加黑”“五加二”施工，提前4个月完工，保证
比赛不受影响。

每一届比赛，武宁组织 1000 人以上的
人员参与筹备和赛中服务。高度重视，全力
筹备，全民服务，历次环鄱赛武宁站都被评
为“优秀赛区”，成为环鄱赛中最精彩的站点
之一。

除了环鄱赛，武宁还有一项有影响的大
型体育赛事“中国滑水巡回大奖赛”。自
2015年花落武宁之后，该项赛事已在武宁成
功举办了两届，今年将迎来第三届赛事。

武宁积极引进体育运动训练基地落
户。2013年中国青年滑水队在武宁设立训
练基地，该基地运动员获得过世界大学生锦
标赛第八名、全国锦标赛第一名的好成绩。

9月 8日，庐山西海国际网球中心项目
在武宁开工。记者了解到，该项目将打造我
省首个大型网球学院。学院投资规模1.2亿
元，设有22片国际标准比赛场地，计划每年
举办6站以上高级别国内外赛事。

今年 3月，武宁还成功引进老品牌“永
久”在武宁建生产基地，生产“永久”自行车、
电动车，将在工业、体育与旅游融合上走出
新路子。

现在武宁有注册的各类运动协会 18
个、会员 1000 余人。组织协会外出参赛年
均30场次以上。

唱好旅游“戏”

武宁搭建的体育舞台上，全域旅游唱主角。
承办环鄱赛 11 个分站赛的各地，一般

都由体育部门唱主角。唯独武宁，一直是由
旅游部门牵头操办，足见武宁借环鄱大赛唱
旅游大戏的初衷。

武宁依托赛事的传播力与影响力，采用
地方歌舞演出、摄影比赛、特色商品展销、旅
游招商等一系列活动形式，全方位营销“山
水武宁”这一品牌，使得环鄱赛成为武宁旅
游、文化、体育产业联动发展的重要纽带。

武宁站从赛事各个环节融入旅游元
素。赛道，选定显山露水尽显湖光山色的环
湖公路，推介武宁山水生态；饮食，多选武宁
清水鱼、野山菇等原生食材，适量加进武宁

什锦汤等传统菜肴，推广武宁美食；比赛地
点设在县城，推介了AAAA西海湾景区和中
国最美小城，保证了最旺的人气，方便外来
客人和运动员游览；尝试市场经营，加大赛
事的冠名及其他招商力度，吸引更多更广的
关注度；不断丰富赛事内容，去年推出“自行
车宝贝网络评选大赛”，今年举办了业余巡
回赛，依托国际大赛影响力打造武宁自身的
品牌运动赛事，同时还增加了比赛参与度和
互动性，再加上开幕式请来高水平的外国艺
术家演出，赛事吸引度大增。据悉，今年外
来的客人大幅增加，大小宾馆客房爆满，比
赛对旅游的带动效应更加明显。

武宁依托赛事促动旅游要素建设。仅
2017年，用作赛道的环湖景观路得到拓宽改
造，县城西海湾景区得到提升改造。连接举
办国际大型赛事，宾馆的接待能力得到增
强，市民对待外籍客人更加有礼有节。

随着日益增多的外出参赛，“山水武宁”
也随之被带到全国及世界各地。今年6月，
国家旅游局公布 95 名中国旅游志愿服务

“先锋人物”、50个中国旅游志愿服务“先锋
组织”，江西共有 3人和 2个组织入选，武宁
就入选1人和1个组织。

入选的武宁长跑协会，很大程度上就是
为旅游而生。“我们组织外出比赛，一是锻炼
身体发展武宁长跑运动，二是作为自身旅
游，三是宣传‘山水武宁’。”会长陈林说。该
协会有一个规定：无论参赛人多或人少，一
要穿印有“中国最美小城——山水武宁”字
样的协会服装，二要带印有“中国最美小
城——山水武宁”字样的会旗。协会每年组
织参加全国及世界各地马拉松赛 15 场以
上，被当地媒体誉为“带着武宁跑天下”。

“山水武宁”旅游品牌，就这样被体育带
动着，走向世界各地。

武宁还把体育运动融进主要景区景点，
发展运动休闲游。多次被央视聚焦的武宁
阳光照耀 29度假区金沙滩景点，依借庐山
西海上好水质和岛屿如莲的大好条件，开发
了水上划艇、潜水、沙滩排球、沙滩车等体育
运动游乐项目，吸引了南昌、武汉、长沙、九
江等地的游客，成为 300公里范围内独树一
帜的旅游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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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郁鑫鹏 通讯员 胡久雄

说到马拉松人们会想起北京，说到风筝
会想起潍坊，说到F1会想起上海。如今，说
起自行车赛，人们马上会想到环鄱赛，当然也
会想到武宁。

2014年，武宁第一次承接环鄱赛时，县
里的领导当时就认识到：如果没有环鄱赛，
平时就是请也请不到这么多外国朋友、国内
外媒体以及外地车友、观众集中来武宁，为
山水武宁做宣传，这是一笔巨大的无形资
产。有着这样的认识，武宁主动向省里申办
环鄱赛，而且一签约就是五年。我们也看
到，环鄱赛武宁站一年比一年有声势，一年
比一年有创意。

体育，是宣传的好载体，扩大了城市的影
响力。如今，以环鄱赛为龙头，借助体育运动
树立并营销“山水武宁”品牌形象，已成为武
宁的新常态。武宁伴随着一届届环鄱赛，不
断向外界传播影响力。“名声传出去，客人走
进来——借助体育媒介，促进旅游发展”，这
样的良性循环，正是武宁想要的。

“武宁坚持‘+旅游’理念，让各行各业与
旅游融合发展，着力打造全域旅游大格局，创
建全域旅游示范县。目前我国体育旅游产业
每年以30%的速度增长，武宁借环鄱赛的东
风，着力做好‘体育+旅游’文章。”武宁县委书
记、第八届环鄱赛武宁站工作委员会名誉主
任杜少华说。

环鄱速递

本报武宁讯 （记者郁鑫鹏）9 月 12
日，山欢笑，水含情，由省政府主办的第八
届环鄱阳湖国际自行车大赛在九江武宁
发车。经过激烈角逐，圣乔治洲际车队澳
大利亚车手卡登·戈罗夫斯从 22 支车队
200多名车手中脱颖而出，以 2小时 15分
40秒摘得首站武宁站的冠军。来自荷兰
的猴城乐园MCT车队以6分47秒的成绩
获得团体第一名。

本届环鄱赛首个赛段的起终点均设
在武宁西海燕码头，比赛赛程103.5公里，
途经环城大道、人民路、九宫山大道、西海
大道。由于赛道比较平坦、宽敞，当日的
比赛竞争非常激烈，到最后的冲刺阶段车
队也没能明显地分成多个集团。卡登·戈
罗夫斯在圣乔治洲际车队队友的帮助下，
最后完成了超越，以微弱优势获得武宁赛
站的冠军，穿上了代表个人最好成绩的蓝
色领骑衫。卡登·戈罗夫斯去年就参加了
环鄱赛，但当时他在澳大利亚恩克车队效
力。去年他的成绩不是很好，没想到今年
的首个赛段就领先，他表示接下来会更加
努力。正是因为去年接触了江西的美景，
感受到江西人的热情，所以卡登·戈罗夫
斯今年选择继续参加环鄱赛。

另外在武宁赛站上，FTR 车队中国
台北选手彭源堂获得最佳大中华奖，穿上
了粉红色冠军衫。NRG车队的克雷格获
得代表冲刺王的橙冠军衫。爬坡王（圆点
冠军衫）由RTS车队阿特恩·特斯拉获得。

当日下午，环鄱赛队伍移师南昌。第
二赛段的角逐今日上午在南昌市高新区
进行。

澳大利亚车手先拔头筹

第八届环鄱赛首站落幕

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杨继红摄

9月12日，参加第八届环鄱阳湖国
际自行车大赛的选手们骑行在风光旖
旎的武宁县庐山西海湾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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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月月1212日日，，参加第八届环鄱阳湖国际自行车大赛的选手们在最后冲刺参加第八届环鄱阳湖国际自行车大赛的选手们在最后冲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