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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福乡村旅游
留住乡土底色

“办好乡村旅游，一定要留住底色。”安福县
开发乡村旅游过程中，坚持因地制宜，在景点开
发、餐饮接待、民宿打造、文化娱乐等方面充分
结合当地特色，做适度提升，不搞大修大改，让
游客享受到原汁原味旅游体验。

近年来，该县立足本县丰富的历史文化、生
态、景观资源，开辟了具有本地特色的石溪古樟
一日游、寅陂桥战斗战遗址游、湘赣边苏维埃遗
址游、道教文化遗址游、金兰柚采摘游等不同主
题的乡村旅游景点；整理包装了表嫂茶、十碗
菜、吃新节、火把节、中秋烧塔、畲族花鼓等文化
表演项目；从民间挖掘并评选出安福火腿系列、
横龙烧鸡公、武功湖小鱼干、安福牛脚、带皮牛
肉、稻草鸭等安福特色经典菜品，向县内旅游餐
饮行业推送。 （刘丽强 李 娟）

铜鼓县首届鼓文化旅游节
暨鼓舞大赛举行

铜鼓县首届鼓文化旅游节暨鼓舞大赛于 9
月 6 日举行，本次鼓文化旅游节暨鼓舞大赛是
纪念秋收起义 90 周年重要活动之一，也是铜
鼓县第一次举办以鼓文化为主题的重大活
动。活动旨在利用独有的“铜鼓”县名，挖掘和
传承本地的鼓文化元素，丰富本地旅游资源，
提升铜鼓知名度，促进本地旅游服务业的发展
升级。 （钟秋兰）

黎川明清老街
焕然一新迎游客

今年，随着老街环境整治、张恨水旧居改
造、强弱电管线下地、临街店面立面改造以及部
分古厅堂修缮等工程相继完成，黎川明清老街
从硬件管理和软件服务都实现质的飞跃，焕然
一新喜迎四方游客。

该县按照复建“百店”、修复“百堂”、挖掘
“百业”、纪念“百人”的主题，聘请全国著名的古
建保护设计团队对老街历史街区进行修建性详
细规划，组织同济大学建筑系百余名师生对老
街范围内所有建筑进行专业勘察测量，在科学
规划的基础上对历史建筑采取修缮的方法加以
保护，对沿街商铺按原有风貌进行整修，重新展
示黎川民俗、手工、风味、美食等传统文化。同
时，通过打通消防通道、恢复条石路面、下地改
造各类管线、建设景观防洪堤等方式，彻底完善
老街基础设施。此外，高标准打造接待细节，修
改完善停车管理办法、卫生保洁措施、环保规范
等管理规定，让游客真正享受清爽舒适、宾至如
归的优质旅游服务环境。 （王武辉）

秀美乡村入画来

8 月 30 日，俯瞰风景如画的泰和县马市镇
两塘村。泰和县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的发展理念，打造美丽中国的泰和样板，
推动农村环境、空间、产业和乡风文明全面提
升，形成了一批主题鲜明的乡村示范点和风景
带。对全县新农村点进行改水、改厕，硬化美化
村庄道路，整修沟渠、水塘，垃圾分类处理等。
一个个靓丽村庄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一幅幅
美丽乡村、幸福家园的新图景正在广袤的泰和
大地渐次铺展。 （邓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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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星级酒店卫生问题曝光

隔脏睡袋浴缸罩网上热销

吉安永和镇

穿越千年的陶瓷文化之旅

陶艺是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在世界上具有重要
影响力。宋代“八大民窑”之一的吉州窑就坐落在吉安
永和镇。该遗址公园被评为国家AAAA级景区、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保存的24座窑包是目前世界上
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窑包遗址群，被列
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永和镇地处吉安县中部，是一座千年古镇。先后
被评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国家级生态镇、全国重点
镇，并入选为第二批全国特色小镇。永和镇镇长郭邦
勋介绍，自入选为国家级特色小镇后，小镇就名声在
外，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前来洽谈合作事宜的客商 29
批次，对于合作伙伴，政府有了很大的选择权。

目前，吉安县成立了中国·吉州窑陶艺小镇推进领
导小组，强力推进小镇建设。政府累计投入建设资金5
亿多元，启动了桥头古村、永和历史文化街区、丹砂渡
古码头等历史文化遗迹的修建。吉州窑主题文化酒
店、吉州窑精品馆和陶瓷科技孵化园也正在建设。

文化是魂，产业是根。陶艺小镇将以吉州窑陶艺
产业为基础，打造陶艺产品博览交易中心、陶艺文化创
意设计中心、陶艺人才培训教育中心、陶艺文化行业交
流中心，建设陶艺产业新高地和时尚风向标，打造产城
融合的陶艺园区，宜居宜家的创客街区，文化休闲的旅
游景区。已邀刘品三、刘小玉、伍成俊等一批陶艺大师
入驻景区，陶瓷作坊近百家加入。

万安高陂镇

画里画外醉游人

“青翠欲滴如诗如画”，在万安县有这么一个省级
特色小镇——高陂画艺小镇。高陂镇农民画历史悠
久，起源于唐宋两朝的寺庙壁画、雕刻，历经无数艺人
传承，至上世纪 80年代，高陂镇农民画的创作队伍达
到 100多人，其中 24位作者加盟中国当代农民书画研
究会。2014年，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命名高陂为“中国
农民画之乡”。短短几年，万安农民画声名鹊起，成为
全国一道独特的农村文化风景。

如今的高陂镇，在国内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和美誉
度，是江西省“十大休闲旅游小镇”“江西省省级生态乡
（镇）”，而且已经实施了众多的产业项目和旅游项目，
个性化发展进一步彰显。该镇位于万安县西北部，东
临韶口乡，南靠潞田镇，西接遂川县、北与泰和县相
邻。境内交通发达，出入方便快捷。

高陂镇镇长王斯基介绍，万安县政府累计投入
8000万元用于完善画艺小镇基础设施。景区建设了中
国农民画精品展示馆、农民画家创作室、农民画画艺长
廊、农民画工艺坊、农民画历史记忆墙、农民画趣味石
园、大型墙体农民画。画里人家综合馆等配套设施。

如诗如画的高陂坚持“文化强镇、旅游兴镇”的发
展战略。依托“中国农民画之乡”的品牌效应，引进国

内十多位知名农民画家进驻画村。画艺小镇将打造集
农民画创作、展示、培训、写生、销售和休闲旅游“六位
一体”的农民画创意产业基地。高陂镇入选省级特色
小镇后，对小镇的发展带来巨大机遇，现有8家公司和
政府洽谈画艺小镇运营合作事宜。

来到画艺小镇，开启一段美丽的自然文化之旅。
众多高校学生慕名纷至沓来，这里是美术写生、摄影创
作、休闲游玩、文化交流的好去处。周末约上三五好友
来这里登山或漂流，都是不错的选择。

井冈山华润希望小镇

探索旅游扶贫新路子

蓝天、白云，青山、绿水，是井冈山的常态。绿色生
态是井冈山最大的优势、品牌、财富。在井冈山茨坪中
心景区脚下的罗浮片区有一座崛起的旅游特色小镇
——华润希望小镇。该小镇是华润集团捐赠资金在井
冈山罗浮片区的江南村、土山村、坪头村打造的一座希
望小镇。

井冈山华润希望小镇所在地罗浮，位于井冈山中
心城区西南部，距核心景区茨坪约 17公里，距井冈山
市行政中心约11公里，省道S321及泰井高速连接线经
过该片区，区内山林茂密、溪流清澈、空气清新、气候凉
爽素有“小茨坪”之称，是夏季度假、避暑的理想场所。
目前，罗浮片区综合开发工作一期规划区域面积近 8
平方公里，总投资估算约 10亿元，目前已投资 7亿元，
涉及受益群众 8000多人。井冈山华润希望小镇作为
罗浮片区综合开发中的微型试验区，也是井冈山探索
旅游扶贫主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井冈山华润希望小
镇将探索出一条以旅游扶贫拉动新型城镇化的新路
子。

罗浮开发办王华明主任介绍，近年来，井冈山的游
客与日俱增，平均每年800多万人次，给承载力有限的
井冈山景区带来了严峻压力和考验。为拉大旅游发展
接待框架，打造一个承接核心景区旅游服务功能的新
增长极，井冈山提出了推动罗浮片区综合开发的战略
决策，并积极推动华润希望小镇的发展。

产业帮扶，带动就业。目前，罗浮江南高速立交、
游客集散中心、区域路网以及罗浮深山移民、国有垦区
改造安置小区等 9个重点项目已全面启动，部分项目
已基本建成完工。届时，来井冈山的游客都将在罗浮
进行集散。华润集团投资 2500万打造的精品民宿风
米兰花酒店已全面完工，该镇以此酒店为样板，大力发
展精品民宿，指导农民发展农家乐。

井冈山华润希望小镇，从空间战略、旅游格局、文
化传承三方面进行定位，建设具有发展活力、文明特
征、鲜明地方特色的新型小城镇。 （龚娟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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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3日，来自南昌的小游客
正在进贤中国文房四宝大市场学
习写字与挑选毛笔。

进贤县文港镇是闻名遐迩的
毛笔之乡，是一座写满笔历史的
文化名镇，制笔历史长达 1600 多
年，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她因
笔而名，因笔而兴，因笔而荣，因
笔而发。在中国近代毛笔发展
史中，中国四大名笔文港荣占其
二，“周虎臣”“邹紫光阁”毛笔名
扬海内外。文港毛笔制作工艺
是江西毛笔的一支主要流派，其
制作工艺纯熟，制作精湛，品种
繁多，成就她“中国毛笔之乡”的
盛名。近年来，为传承好、保护
好文港毛笔工艺文脉，逐步形成
由文港毛笔工艺创作，打造创意
产品的展示和销售平台，形成一
个集制作、展示、旅游、时尚、商
贸、毛笔书画创作为一体的大师
工作室，该镇正在抓紧实施文港
毛笔名师工程，对入驻虎臣路特
色街的大师工作室补助店面租

赁费。加强文港毛笔制作人才队伍建设，开展毛笔
世家、工艺大师、带徒名师、传承人等项目的评选、
表彰和奖励活动，对有突出贡献的毛笔制作传承人
给予政府补贴，营造尊师重艺的浓厚氛围，有效提升
制作人才的社会地位。

9月 29日，江西省“振兴杯”毛笔制作职业技能
大赛拟定在文港镇举行。此次大赛旨在展示赣鄱工
匠精神，发现、选拔、培养毛笔行业技能人才，推动毛
笔产业发展。 （本报记者 钟秋兰）

消费者：住宿用品自己带最安全

近日，“五星级酒店不换床单”，甚至有几家酒店连

用过的漱口杯都没有清洁的新闻曝光后，引发社会热

议。9月 4日，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所公布了今

年夏季对北京691家快捷酒店卫生情况的检查结果，其

中46家不达标，35家被罚款，桔子酒店、如家、7天和速

8都进入了这次的不达标榜单。

“这些酒店每日房费上千，可连最基本的干净卫生

都做不到，不知还有什么可以被信任。”“出门住贵的地

方无非为了环境好、服务好，可没想到是这种结果，难

道以后得要求服务员当面换床单？”更有人表示担忧，

五星级酒店都这样，那平时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快捷

酒店、经济型酒店就更不能奢求什么了。

面对这些数据和问题，消费者尤其是经常出门在

外需要住酒店的商旅人士，不禁心里打起问号，以后到

底住哪最安全？

咨询公司工作的贾女士就有这样的困惑，“酒店不

卫生也不是头一次被爆料了，所以我早有准备，出差都

自己带床单、枕巾和洗漱用品，就是有些麻烦。”

卖家：洗漱用品和便携床品卖得好

其实，不少人都有贾女士一样的困惑，用酒店的不

放心，自己带又嫌麻烦。不过，不少“商旅达人”们支

招，置办一些“酒店神器”可以经济实惠又安全。

从购物网站上搜索发现，只要在酒店用得着的，例

如一次性马桶垫、毛巾、内裤，隔脏睡袋、浴缸塑料套这

些都进入了热搜关键词。

已经购买的用户在评论区表示，这些物品均是“出

游必备”，“能安心住踏实睡”“去卫生条件不好的国家住

宿也不必担心了”。其中一位隔脏睡袋销量已经3万多

件的卖家称，近几天以来店铺中的一次性洗漱用品和这

种便携的床上用品确实卖得好，“就是再高级的酒店，也

没有自己的东西用着放心，更何况五星级都出事儿。”

旅行水壶也成了热宠，有网友称，“没想到热水壶

都能折叠，非常小巧，带在旅行箱里不占地方，这下带

孩子出门可就放心多了。”上述这些“神器”价格并不

高，一次性用品从几块钱到十几块钱不等，可以反

复使用的隔脏睡袋和水壶也不过几十到上百元，

因此更是受到消费者青睐。 （张静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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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绿水相互交融青山绿水相互交融，，一幅幅美丽画卷映入眼帘一幅幅美丽画卷映入眼帘。。

当前在大力发展全域旅游和特色小镇的战略背景下当前在大力发展全域旅游和特色小镇的战略背景下，，吉安市一个个特色小镇吉安市一个个特色小镇，，

都在积极探索让老百姓不出远门就能脱贫致富都在积极探索让老百姓不出远门就能脱贫致富，，促进当地群众生活水平提高促进当地群众生活水平提高，，为精为精

准扶贫加足马力准扶贫加足马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