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南可采

莲，莲叶何田田,

中 有 双 鲤 鱼, 相

戏碧波间……”

一曲清丽婉转的

《采莲》,唱出了

江南水乡盛夏之

时荷花灼灼的美

景。夏至已至，

省内各地荷花竞

相绽放，伴随荷

花绽放的是各地

的 特 色 荷 花 节

（莲花节），这些

节庆成效如何？

在旅游开发中承

担了什么角色？

值得我们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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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高速集团与华侨城集团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7 月 5 日，省高速集团与华侨城集团在南
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书，结成战略合作伙伴
关系。

根据框架协议内容，双方将通过资源共
享，建立多元化合作模式，在汽车营地和旅游
文化等项目建设中进行合作开发，大力推进

“高速公路+旅游”发展，通过自驾车旅居车营
地建设，努力为社会公众提供更多高品质的
旅游服务供给，同时有力助推企业转型升级
和可持续发展。

双方将在做好总体规划和顶层设计的同时，
先行建设1至2个示范点，并且逐步加大力度，以

“房车露营、休闲运动、旅游度假、生态自然”为
总体理念，建设不同主题定位的多元化房车露
营地，合力打造一批在江西乃至全国有示范引
领作用的自驾车旅居车营地项目，力争 2020 年
前在全省建成 60至 80个自驾车营地，进入全国
第一阵营。 （秋 天）

庐山白鹿洞书院
公益杏坛讲习116年后重开

7月 7日，有“天下书院之首”美誉的九江庐
山白鹿洞书院，隆重举行了庄严的圣道传习导
师聘任仪式，延请北京开明书院山长刘长焕（粲
然）先生，出任白鹿洞书院常住、圣道传习导师，
主持圣道传习并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术研
究。这是自1901年以来的116年间，白鹿洞书院
迎来的首任常住、圣道传习导师。活动当天，还
发布了“首届全国大学生白鹿洞·汉诗雅集”活
动倡议书。

据悉，白鹿洞书院常住聘任仪式举行之际，
白鹿洞书院公益杏坛讲习在中断百余年后重新
开讲。7月 7日首讲主题为“传统文化与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 （宁 瑶）

安福开展
十大特色旅游商品评选活动

为全面落实“实现全域旅游走前列”发展目
标，进一步挖掘独具安福地方特色的旅游商品
资源，充分发挥旅游购物对县域旅游经济的拉
动作用，打造产业化、礼品化、商标化的系列旅
游商品，安福县决定自2017年7月1日至2017年
12月31日，在全县范围内，开展“最美樟乡，福地
安福”十大特色旅游商品评选活动。

本次参评商品范围为旅游工艺品、旅游特
色食品、旅游纪念品、旅游生活用品等。主要
评选出展现安福本土文化、地方特色，并具有
纪念性、工艺性、创新性、实用性、示范性的十
大特色旅游商品。获评的十大特色旅游商品，
将作为安福县对外重点推介产品，推介参加

“2017 江西旅游食品博览会”，并可使用 2017
年度“最美樟乡，福地安”十大特色旅游商品专
用标志。 （彭正庆 彭爱忠）

《安源路矿旅游景区修建性详细规划设计》
通过专家评审

6月 29日下午，萍乡市安源区召开《安源路
矿旅游景区创建 5A 级景区修建性详细规划》
专家评审会。专家评审组原则上同意通过了

《详规》，并就进一步完善规划内容提出了相关
建议。

安源路矿旅游景区创建 5A 级景区是安
源区全力贯彻萍乡市委、市政府“年年有变化，
三年大变样、五年新跨越”战略决策部署的重要
内容，也是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契合萍乡发展实
际的大事。该规划由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
究中心的研究人员为核心的北京开思九州旅游
发展研究中心编制。经由南昌大学、江西师范
大学等教授和业内专业人士组成的专家评审组
一致认为《规划》起点高、前景好，具有很强的
专业性和操作性，有利于推动安源旅游又好又
快发展。 （彭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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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zixun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
场圃，把酒话桑麻”，孟浩然的一首《过故人庄》，道尽乡村的惬意与
诗意。在当下，乡村旅游以具有乡村性的自然和人文客体为旅游
吸引物，依托农村区域的优美景观、自然环境、建筑和文化等资源，
在传统农村休闲游和农业体验游的基础上，成为拓展开发会务度
假、休闲娱乐等项目的新兴旅游方式。现代乡村旅游对农村的经
济发展有积极的推动作用，随着具有现代人特色旅游者迅速增加，
现代乡村旅游已成为发展农村经济的有效手段。

我省是旅游资源大省，山清水秀，人杰地灵，山山水水都留
下了明显的江右文化痕迹，在乡间田野，都有着浓郁的赣文化烙
印。也正因为如此，如何结合当地旅游资源特色，保持原有生命
力、培养异质化景区，让每个美丽乡镇展现出自己的独特之美、
成为不可复制的美丽乡镇，让人怀有期待，也更愿意把目光投向
这类有创新、有生命力的乡镇。

为此，本报将发挥好党报优势，主动对接旅游强省政策，配合全
省全域旅游·美丽乡村建设做好新闻报道，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从即日起，本报将开展“美丽中国 江西样板 ——2017江西
全域旅游·美丽乡村建设巡礼”，从自然生态、历史遗风、乡村旅
游建设等多角度、全方位进行报道，生动地展示我省各地、各乡
镇在全域旅游美丽乡村(镇）建设中的成就与故事，充分报道它
们的新模式、新路子，总结经验、继续前行，向省委、省政府领导
汇报成效、展示成果。

本次活动从即日起至12月31日结束。活动期间，接受全省各
乡镇的自我推荐、报名，并邀请江西乡村旅游研究中心智库专家为
参与乡镇的旅游建设“问诊把脉”。

联系人：钟女士 龚女士
联系电话：0791－86849235 86849840

美丽中国 江西样板
2017美丽乡村建设巡礼启动

本报记者 钟秋兰

江南水乡的夏天，最负盛名的就属连田
的荷花。在江西旅游发展形势大好的背景下，
越来越多的村镇开始举办莲花节，借着乡间野
趣吸引游客，以此来推动当地夏季旅游的发
展。那么，举办这类的节庆活动效果如何？

对此，江西财经大学旅游发展研究中心
副主任曹国新表示，目前江西的乡村旅游产
业成为全省旅游产业的主力，景区、城区、乡
村的旅游比例为 20%：24%：56%，乡村旅游已
经成为全省旅游增长的重点。而乡村旅游中
又有两大特色，其一是特色民宿，其二就是赏
花旅游。在我省，旅游主要有春季小高峰和
夏秋大高峰两个高峰时期，在这高峰期间有
着初夏旅游的小淡季，以往，我省的观花旅游
主要是以春季的油菜花为主，但是油菜花旅
游有着显著的峰谷特征，给旅客的交通、食
宿、旅游安全带来巨大的压力；随着旅游开发
的深入，我省的观花旅游正在由单一的油菜
花旅游转变成春季观赏油菜花、夏季赏荷、秋
季赏菊、冬季赏梅的四季观花旅游模式。夏
季赏荷的旅游开发正好起到弥补与均衡初夏
旅游淡季旅游人次的作用，使得传统旅游的
资优区也有了一个开发旅游的新抓手。

曹国新表示，现在各个地方在开发旅游
产品的实践中，“观花+自驾+美食”几乎成了
一种百试百灵的旅游产品开发模式，在油菜
花旅游的旺季之后，各个地方也前所未有的
把力度投入到夏季赏荷的旅游开发中，这其
中也凸显出了三个问题：一是全省缺少统一

的策划与规划，主要是基层在做各自的荷花
旅游开发；二是产品较为粗放，同质化，缺乏
特色导致重游率不高；三是尚未激发消费，在
全省旅游人均消费超过一千元的背景下，观
花旅游的人均消费只有五百元左右，没有给
主办地区带来巨大的效益，而且大部分都消
费在交通与食宿方面。

归根结底，所有的旅游节庆活动都是为
当地的特色旅游发展服务。江西乡村旅游发
展研究中心负责人高发钱表示，各地举办莲
花旅游节，得益于乡村旅游的开发和周边游
的火热市场，有着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和扩大
市场知名度的积极意义，省内荷花种植的历
史、面积、市场影响以广昌、莲花、石城县为代
表，也形成了一定的区域经济带动作用。其
他很多县区也都鼓励种植荷花，以此来带动
旅游观光消费，但是如果举办荷花节观光休
闲产业的配套设施不完善，这就会造成游客
体验差、回头率低、安全事故隐患大等问题。
相对来讲，有些地方还是政府搭台、企业唱
戏，热闹几天了事，没有真正去挖掘荷花观光
消费、莲子产业加工、市场渠道流通的潜力。
种植荷花的成本较高，要支付田租、藕头、肥
料、人工等成本，如果核算一亩荷花基本没有
什么利润，这对于规模种植户来说也是一项
考验。在这样的情况下举办荷花节，旅游资
源不丰富的地方还需慎对荷花经济，将举办
节庆的经费投入到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中
去，也许更为实际。

荷花来袭
大波节庆活动的冷思考

本报记者 秋 天 实习生 章宁瑶

在我省，莲花县、广昌县、石城县的莲花种
植可谓规模宏大，这三地以荷为媒，每年举办
的莲花节（荷花节）也引人注目，对当地的旅游
起到了良好的助推作用；盛夏时节，更多的乡
镇也把目光盯上了当季荷花，举办节庆活动，
期待借助莲文化把本地特色旅游推广出去。

自 2006 年以来，广昌县为弘扬莲乡文
化，打造莲花生态旅游品牌，每年都举行各色
各样的国际莲花节，把白莲生产与莲文化和
生态旅游相结合，吸引了众多游客的目光。
今年，中国广昌国际莲花节以“生态广昌·文
化莲乡”为主题，举办中国白莲产业高峰论
坛、央视广昌行系列活动、民俗文化活动周、

“忆苦思甜·重走红军路”第三届莲乡红色夏

令营、“莲微”系列大赛、“最美莲乡人”评选颁
奖活动、“三色文化”挖掘活动、首届 ITV广场
舞大赛共八项活动。莲花节以莲花为纽带，
将经贸与旅游有机结合在一起，活动内容丰
富多彩，在莲文化、红色文化与佛教文化的特
色文化交流中，向游客全方位全景式地展示
广昌的莲乡魅力。

萍乡市莲花县为打造旅游亮点，推动本
地特色旅游文化发展，7月2日，在国家级4A
级景区荷花博览园内隆重举行了以“莲香中
国·花开盛世”为主题的第六届莲文化旅游节
的开幕仪式，意味着在未来的两个月中，大家
可以在荷花博览园以及周边村镇内举行的全
国荷花楹联展、“以莲为媒·相约福地”摄影大

赛、莲味山珍山货展、“以莲为媒”客商聚莲、
“盛情一夏·留莲忘返”各乡镇系列节庆活
动。莲花节共汇聚了 25项活动，从吃到游、
从招商到其他民间文化活动，串联在一起，相
互呼应，内容丰富。

相对以上几个传统的产莲大县，我省其
他不少地方也开始把目光瞄准了以荷为媒的
节庆活动。如万年县青云镇举办“青云镇首
届荷花节”，开展“荷花开了，我们结婚吧”婚
纱摄影体验月、旗袍秀、诗朗诵、采莲大赛、仙
子自拍、荷塘垂钓、“我与荷花有个约定”摄影
活动、荷塘瑜伽、街舞荷塘等活动；南昌市新
建区象山镇将举办首届荷花节等，都期望把
荷花节建成当地的一个旅游品牌。

多地举办荷花节 助推旅游发展

冷思考 跟风举办宜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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