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雲浮羅定雲浮羅定
八排山風景區位於羅定市

船步鎮、信宜市思賀鎮、
陽春市河朗三市交界處，
亦稱八排頂，一山連三市，
由八座別具一格的山脈組
成，故名「八排山」，海拔
1,080.5 米，為羅定第五高
峰。

連綿草甸似綠毯
到八排山一定要到「天堂

頂」，那裡是八排山風景的精
華所在。「天堂頂」實際上是
幾個山峰之間的一個山坳。這

裡是一個天然的大花園：綠草
如茵，黃牛散落其中，陽光下
悠閒地吃草……
徒步往山頂的路上蝴蝶和

蜻蜓相伴起舞，有罕見的寶
藍色和黑色蝴蝶，生態環境非
常好。最讓人賞心悅目的是草
甸連綿起伏，在雲捲雲舒中
變換顏色。高山上的草甸柔
軟如絲，彷彿在天地間鋪設
的綠色絨毯，女生在綠坡上
笑語盈盈，男生則鍾情流連
山上的奇石怪樹，觀看天邊湧
動的雲海。

■羅定八排山景色宜人，雖不至豐美卻勝在
天然。 香港文匯報廣東傳真

線路：二級電站——機耕路——山
路——水壩——松樹林——草原

難度：山路較崎嶇，有體能要求，登頂
需要2.5小時。

一山巧連三市 登頂「天堂草原」

韶關新豐韶關新豐
雲髻山，位於廣東省北部，本名

「阿婆髻」，因山頂似婦人髮髻而
得名，屬廣東省級自然保護區，是
東江發源地。

泉水四季不斷流
雲髻山擁有廣東「五個唯一」：

唯一秋天有滿山紅葉的山、唯一可
以從山腳爬到山尖的山、唯一一年
有四季景色的山、唯一四季從山頂
到山腳都有泉水川流不息的山、唯
一可以看到雪景的山。
新豐雲髻山自然保護區內有千米

以上的山峰46多座，其中主峰海拔
1,438.8米，是珠三角地區的第一高
峰，素有廣東「香格里拉」之稱。
保護區內山、石、水、林、岩、泉
相映組合，其中以新豐江之源頭瀑

布群落差128米的三疊泉瀑布最為
特色。

叢林原始而密集
這裡最佳登山線路就是從前山

上、後山下，登山的小徑曲折而蜿
蜒，叢林原始而密集。穿越雲髻山
高峰和腹地，沿途經過瀑布群，潔
淨的山泉水從天而降，蔚為壯觀；
泉水叮咚流淌於山澗，這是大自然
獨有的樂章。山中林海無邊，植被
茂密，有寄生樹、石上竹、禾雀花
等奇觀；攀上主峰阿婆髻，往下
看，可以清晰地看到對面的羊屎
頂、狗頭石，風光無限。
雲髻山一年四季風光如畫，森

林、雲海、湖水、溫泉是其四大特
色。

秋天滿山紅葉 冬日山泉化雪

線路：雲髻山山門——瀑
布——阿婆髻——狗頭石——
溫泉山莊

難度：登山路較陡，有體能要
求，登頂需要6小時。

■新豐雲髻山是廣東唯一秋季有紅
葉的山脈，讓遊客彷彿置身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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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化東星村：從深圳灣口岸出發，進入珠三角環線

高速，經廣州北三環高速、大廣高速，離開高速後沿新
城南路、新城北路、京珠線、X871、Y521前進，全程
約2小時45分鐘；

英德人民廣場：從深圳灣口岸出發，進入廣深沿江

高速，經廣州繞城高速、京港澳高速到振興南路，隨後
經過京廣線、S292、英佛線、天祐南路、天祐北路、
湞陽東路、湞陽中路、帽子峰一號路、富強東路、廣電
路後抵達，全程約3小時30分；

羅定八排山：從深圳灣口岸出發，進入廣深沿江高

速，先後經過莞佛高速、廣澳高速、珠三角環線高速、
深岑高速、瀋海高速、深岑高速、羅陽高速到S369即
可，全程約5小時30分；

新豐雲髻山：從深圳灣口岸出發，進入南光高速，

經龍大高速、莞佛高速、潮莞高速、珠三角環線高速、
廣州北三環高速、大廣高速到京珠線，隨後沿S244、
X853前進，全程約3小時30分。

在稻草節，市民
可以欣賞到廣州
塔、雞公欖、兵馬
俑、孔子等各種稻
草造型，還可以坐
森 林 小 火 車 看
「昆蟲樂隊」表
演，和大熊貓玩
遊戲，跟長頸鹿
比高……通過各種
稻草造型，展現廣
州獨特之美麗。

時間：2018年7月12日至10月12日
地點：廣州石門國家森林公園
門票：40元人民幣

紅酒品酒會
時間：8月25日至11月18日每周六、日10時至17時
地點：廣州市天河區安妮薈Anfinite創意空間B02

真人圖書館
時間：8月4日至9月29日每周六13時至14時
地點：廣州市番禺區員崗七號創意園B區218號大路教育

經典讀書會
時間：8月1日至10月24日每周三、四19時至21時
地點：廣州市海珠區TIT創意園貝塔咖啡

古典舞體驗
時間：7月1日至9月23日每周日15時30分至17時

30分
地點：廣州市番禺區南村鎮員崗大道東七號小鎮B棟二

樓236室

從化東星村到溪頭村的徒步線路
被稱為「星溪線」，穿越從化多個
美麗的鄉村：瓦坑安靜古樸、中心
村老房子多、茅坪民風淳樸……這
是廣州最美的徒步路線，適合休閒
攝影。

漫山竹海收眼底
星溪線全程八成均行走於竹林山

野之間，沿途需要翻越多個小山
頭、穿越樹林、竹林、楓林，走過
山路、農耕路、水泥路、水渠路，
漫山遍野都是竹海，山村景色盡收
眼底。春天賞花，夏天溯溪，秋天
摘果，冬天賞葉，星溪線一年四季
變換的景色，季季誘人。

由東星村開始，走進繁茂竹林，
清風拂過，竹子輕輕搖曳、竹葉簌
簌作響，和自己心跳的聲音，美妙
至極。

枝頭紅柿惹垂涎
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

家……路旁潺潺流水，小溪清澈見
底，潭水清涼冰透，趁暑氣未褪，
何妨溯溪？沿途還有溪頭特產紅柿
等待上市，紅彤彤的柿子沉甸甸地
掛在枝頭，讓人垂涎三尺。
穿越了竹林，不久就會看到
「溪頭石巷」的牌坊，溪頭村已
經在眼前。這是一條有「美女
村」之譽的小山村，流溪河三大

源頭之一。石巷應該是溪頭村最
為熱鬧的地方，整個巷子由青石
板鋪成，小巷店家叫賣特產。各
種乾貨、蜂蜜及流溪河水做成的
豆腐花，不得不嚐。
溪頭村適合靜靜欣賞，黃昏時慢
走，看老屋炊煙，體驗完全未經修
飾的生活原貌，別有生趣。

「桂林山水甲天下」並非浪得虛
名，若論喀斯特地貌，確實很難有能
跟桂林相媲美的，不過在廣東的英德
市西南部，也有一處山水旖旎、風光
不錯的「小桂林」——英西峰林，位
於英德九龍、黃花、岩背三鎮之間，
當中溪澗河流穿繞，岩洞和古建築點
綴其間，農舍星羅棋佈，充滿了田園
風光的鄉土氣息，被譽為「南天第一
峰林風光」。

媲美桂林山水
英西峰林走廊延綿20多里都是奇

峰、怪石，是典型的喀斯特地形地
貌，內有1,000多座呈流線型排列的
石灰岩質山峰。不少遊覽過英西峰林
的遊客都表示，這裡的風光與桂林山
水高度相似，不過規模、氣勢稍遜，
但勝在剛剛開發，整個景區顯得相對
寧靜，適合慢慢遊玩。

專業驢友首選
完整的英西峰林徒步線路更適合專

業級驢友暴走，一般遊客選擇其中的
兩三段精華即可，其中當地人就極力
推薦，到英西峰林走廊一定要遊兩大
峰林、探兩個岩洞、尋兩處古蹟：兩
大峰林，一個是「千軍峰林」，第二
個是「公正溪樹峰林」；兩個岩洞，
第一個是「穿天岩」，第二個是「陽
岩洞」；兩處古蹟，一處是彭家祠，
第二處是「小趙州橋」。
穿越英西峰林走廊，不用太擔憂天

氣的影響，峰林的山峰洞岩之間，十
分適合徒步運動。雲海、霧景、竹
林、農舍星羅棋佈，一邊徒步欣賞大
自然的奇妙風光，再看看綠油油的田
野，村莊中閒坐的農人和優哉遊哉覓
食的走地三黃雞，別有一番情趣。

■■攀上韶關新豐雲髻山頂峰的驢友們攀上韶關新豐雲髻山頂峰的驢友們。。 香港文匯報廣東傳真香港文匯報廣東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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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徒步線路 微風輕拂青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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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路：東星村——瓦坑——
中 心 村 —— 茅 坪 —— 錦
村——溪頭村

難度：星溪線全長約 12公
里，步行需3至5小時，適合
親子旅行。

赴品

印花

廣州石門森林公園
第三屆稻草文化藝術節

■散落在英西峰林的古建築，與周邊風景相互
映襯。 香港文匯報廣東傳真

■■英西峰林是專業驢友英西峰林是專業驢友
的熱門地的熱門地，，以其怪石嶙以其怪石嶙
峋峋、、山勢多樣而聞名山勢多樣而聞名。。

香港文匯報廣東傳真香港文匯報廣東傳真

線路：悠竹園村——小趙州古
橋——和順岩——觀音谷——千
足溪
難度：全程約38公里，兩天一夜
的行程，考驗耐性，難度不大。

■■驢友在星溪線徒步驢友在星溪線徒步。。
香港文匯報廣東傳真香港文匯報廣東傳真

■■星溪線沿途是漫山遍野的竹海星溪線沿途是漫山遍野的竹海，，
格外清幽格外清幽。。 香港文匯報廣東傳真香港文匯報廣東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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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時節初秋時節，，氣溫微涼氣溫微涼。。雖然還沒到秋景醉美的時候雖然還沒到秋景醉美的時候，，但是山野間開始變幻的色彩但是山野間開始變幻的色彩，，還有那些逐漸成還有那些逐漸成

熟的果實熟的果實，，足以讓人重新迸發出要去戶外徒步的激情足以讓人重新迸發出要去戶外徒步的激情。。在廣東那些延綿的山林裡在廣東那些延綿的山林裡，，青山綠水青山綠水、、奇石繁奇石繁

花花，，讓人應接不暇讓人應接不暇，，徒步穿梭於雲海徒步穿梭於雲海、、霧景霧景、、竹林竹林、、農舍之間農舍之間，，便能感受大自然的慷慨與饋贈便能感受大自然的慷慨與饋贈。。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寶儀黃寶儀 廣東報道廣東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