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过江西红色旅游的探索和实践，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

“清新福建·绿色宁德”旅游推介亮相南昌

11月14日，“清新福建·绿色宁德”旅游推介会亮相南昌，两
地旅游企业畅叙相助情谊，合谋将来成长，并签订了相关协议。
现场，“山海寻梦·自在宁德”旅游主题宣传片向与会众人展示了
宁德“山海川岛湖林洞”的绝美景观；畲族提线木偶、采茶舞、畲
歌对唱等独具闽东人文特色的节目引来阵阵掌声，世界非物质
文化遗产柘荣剪纸代表性传承人孔春霞在现场创作的“清新福
建·绿色宁德”主题作品更是惊艳全场，现蒸的畲家乌米饭让宾
客赞不停口。

据了解，宁德市正努力推进旅游业改良，强化都市旅游成
果，优化旅游消费情况，大力发展生态休闲旅游业，做大做强旅
游业。此次推介会旨在进一步拓展宁德在江西的知名度和美誉
度，搭建友好相助的平台。继南昌推介会之后，宁德市还前往抚
州继续开展推介。 （秋 天）

到太平镇赏千年银杏

日前，位于湾里区太平镇的一
棵千年银杏树枝繁叶茂，一身“金
装”，满地金黄色落叶，景色十分迷
人，吸引了众多游客到此游玩。

该银杏树树龄有1500多年，树
高 42米，胸径 9米，冠径 17米。据
悉，当地村民将它作为李家的图腾
神树，每逢新年伊始，便到此祈福
求愿，银杏树也仿佛拥有神韵灵
气，生活在此的村民普遍健康长
寿。现在，已经成了往来游客祈福
圣地。 （龚娟莉）

梅湖景区迎来电影《盗魂者》开机

近日，由江西尚世星河影视传媒有限公司、北京华赣国际影
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惊悚电影《盗魂者》，在南昌市
梅湖景区个山园蒋氏老宅内举行了开机仪式。英雄城南昌是一
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历史文化名城，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底
蕴，这座饱经风霜矗立至今的城市正以惊人的速度发展成为一
座现代化经济旅游城，吸引着全球越来越多剧组前来取景拍摄。

据了解，《盗魂者》由杨丰宇执导、李德功常担任制片、胡晓
平担任制片主任，钟凯、尹玲、田爽等人主演。预计将在2018年
6月和大家见面。对于整个电影的制作流程，制片人和导演对
其都有严格把控，制作水准在众多惊悚电影中也属于精品。而
该影片又与《盗梦空间》的“烧脑”概念颇为符合，层层相扣同时
又步步推进，剧情紧张，极具张力。 （钟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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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大力发展红色旅游是一

项关系长远的政治工程、凝魂聚气的民心工程、造

福百姓的富民工程。江西素有“红色土地”之称，

拥有丰富的高品位的红色旅游资源，是红色旅游

大省。在江西这块红土地上，有中国革命摇篮

——井冈山，人民军队摇篮——南昌，共和国摇篮

——瑞金，工人运动摇篮——安源，还有改革开放

思想发源地——小平小道，秋收起义策源地——

萍乡，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红色省会”所在地——

葛源，苏区模范县——兴国，二万五千里长征出发

地——于都，上饶集中营、永新县“三湾改编”、铜

鼓县的“伟人福地”等一大批得天独厚、保存完好

的红色资源，为发展红色旅游提供了重要资源与

条件。

近年来，江西依托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紧紧

围绕打造“中国红色旅游首选地”和红色旅游强省

的目标，创新载体，创新形式，创新业态，创新营

销，切实增强红色旅游的吸引力、感染力、冲击力、

震撼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取得了显著成效。近

几年，江西红色旅游接待人数和旅游收入连续保

持20%以上增速，2016年，红色旅游接待人数达到

1.43 亿人次，综合收入 1157 亿元，创新形式和载

体，让红色教育“火起来”。依托红色资源优势，挖

掘红色文化内涵，把红色旅游与思想教育结合起

来，以喜闻乐见的形式呈现在大众面前。比如，通

过充分挖掘井冈山红色文化资源，设计内容新颖、

寓教于乐、寓学于游的红色培训系列课程，推出

“吃一顿红米饭，唱一首红军歌，走一趟红军路，读

一本红军书，听一堂传统课，扫一次红军墓”的“六

个一”活动，使旅游过程动静结合、劳逸结合，有体

验、有思考，受到广大游客特别是青少年的欢迎。

目前，井冈山有培训机构 20 多家，参加红色培训

人数突破百万人次，开创了红色培训的“井冈模

式”。再比如，瑞金先后推出“十送红军”等 19个

与游客互动的情景剧表演，让游客穿红军装，扮演

成各种革命角色，经历红色革命情景，让历史活跃

起来，让文化深入人心。

大力开发“红色旅游+”产品，提升红色旅游

吸引力。面对游客日益多元化的需求，近年来，

我们将红色旅游与绿色、古色相融合，打造复合

型旅游产品、线路。比如，赣南一些县市在做好

“寻访红色故都”“重走万里长征”的同时，充分利

用红色旅游带来的人气，整合和提升当地客家文

化旅游资源和其他特色旅游资源，开发了客家民

俗风情游、赣南脐橙文化节等旅游活动，有效丰

富了游客的选择。井冈山市提出“在红色景点中

最绿”的口号，相继投资改造井冈明珠——挹翠

湖，开发出龙潭、主峰、笔架山、大峡谷等生态景

区，让游客在接受红色文化熏陶的同时，感受江

西独特的绿色风景。

创新宣传营销模式，扩大红色旅游影响

力。在全国首创推出“江西风景独好”旅游特卖

会全新营销模式，前往北京、福州、厦门、上海、

西安等 60 多个城市举办特卖活动，让利热卖旅

游线路和产品，实现了旅游品牌推广与旅游产

品营销的结合。组织推进全省旅游推广“四个

一”工程，各设区市和重点旅游景区均推出了一

句旅游宣传口号、一本旅游宣传画册、一部旅游

宣传片、一首旅游歌曲，营造浓郁的红色旅游发

展氛围。

着力改善旅游配套设施，筑造一批红色经典

景区。持续加大对旅游公路、游步道、游客服务中

心、旅游厕所等红色旅游设施的投入，近五年来江

西共完成 20 余条红色旅游公路建设，总里程达

300 多公里，大大增强了红色旅游景区的可进入

性。同时，一大批红色经典景区完成了改造升级，

瑞金“共和国摇篮”景区成功升格为国家 5A级景

区，上饶集中营、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安源路矿

工人运动纪念馆等红色经典景区也正以全新姿态

迎接八方游客的到来。

深度推进区域旅游合作，实现红色旅游地互

利共赢发展。作为红色旅游的主要倡导者和推动

者，在红色旅游发展初期，江西就率先打破省内、

省际的行政区域壁垒，积极推动“线路互通、游客

互送、资源共享、共同发展”，首开红色旅游合作先

河。与贵州、陕西等省红色景区共同签署了《共同

发展红色旅游井冈山行动纲领》，今年又牵头与

20多个省市成立“中国红色旅游推广联盟”，举办

大规模的中国（江西）红色旅游博览会，被业界评

价为推广红色旅游的创新之举，实质性地推动红

色旅游向深层次、可持续发展。

贵在创新
□ 朱 虹

幽兰镇位于南昌县东部，地处赣抚平原、鄱阳
湖畔，南傍青岚湖，北依抚河，东枕马游山，西望省
会，距省行政中心、市中心仅 20公里，县城莲塘 15
公里，昌北国际机场30公里，南昌东站5公里,是南
昌市级特色小镇、江西省级生态乡镇。

近年来，幽兰镇以打造特色小镇、发展全域旅
游为突破口，大力实施经济大发展、城镇大建设、
社会大和谐三大工程，努力打造禅意文化特色镇、
建设和谐生态新幽兰。

引智借力，前瞻规划：紧紧围绕禅意小镇、全
域旅游这个目标，幽兰镇展开与江西乡村旅游发
展研究中心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举办了南昌
县首届乡村旅游人才培训班，成立了全市首个镇
级旅游服务中心，扩大了幽兰“禅意文化”品牌影
响力。半年多以来，共同策划制作了旅游发展文
案、旅游画报、主题形象及 LOGO设计、风光宣传
视频等;共同举办了“2017江西幽兰第二届佛教文
化旅游节”、幽兰禅佛文化旅游专线启动暨首届环

青岚湖自行车赛/环青岚湖健步行、多民族大学生
写生采风、2017 年“禅都佛光 幽兰生香”摄影大
赛、“诗歌下基层”等活动。

整合资源、重点突破：依托境内有30多座寺庙
的良好资源，不断挖掘禅意小镇的定位和内涵，积
极引导以东禅古寺、地藏寺为代表的 30余座寺庙
差异发展、不断壮大，唱响南昌佛教在昌南、南昌
南佛教看幽兰的“南昌禅都”品牌。目前，东禅寺
大雄宝殿、地藏寺地藏塔、龙津寺方丈楼、观音阁、
龙华寺大雄宝殿等陆续投入使用。与此同时，大
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各寺庙间的串联通达
能力，共落实20条农村主干公路修建计划，总里程
达 100.3公里，东外环连接线、潭罗公路、北河堤顶
公路等13条主干公路正在加速推进中。完成了集
镇及连接线绿化提升、“幽兰”入口新地标形象牌，
幽兰集镇立面改造开工建设，渡头文体广场即将
完工，江陂、竹林、涂村和亭山小康示范村、五位一
体示范点即将开工建设，为打造禅意小镇奠定坚

实基础。
生态优先、持续和谐：充分依托良好的区位优

势、历史底蕴和资源禀赋，挖掘和包装朱元璋、陈
友谅大战鄱阳湖等历史文化，唱响千年古镇品
牌。借助五湖十津三百塘和马游山等生态资源，
梳理特产资源，坚持以农业招商作为现代农业发
展的关键抓手，大力弘扬想尽一切办法、动用一切
资源、倾尽一切所能的“三个一切”精神，积极引
导土地流转，引导幽兰籍企业家
回乡创业，敢于把好的资源给好
的企业，印智航天农业园、兰溪地
现代农业生态园、睿博生态农业
等农业项目开工建设，唱
响生态水乡品牌。大力
开展文明创建活动，积极
培育向上向善的社会心
态，保持和谐稳定的社会大
局，唱响“和谐幽兰”品牌。

■ 千年古镇

幽兰镇始建于晋朝,至今
有 1800 多年的历史。乾隆、
朱元璋、赵构、陈友谅、解缙
等历史名人在这里留下了众
多史迹，皇妃墓冢、贞节牌
坊、黄都门谏、彭城毓居等名
胜古迹承载着历史记忆。境
内马游山是朱元璋大战陈友
谅而囤马、放马的地方，在这
里上演了黄旗冈竖旗集军
将、歇马坛退马惑追兵、系马
樟逆境揽民心、马营寺趋吉
话康山等一幕幕经典战役。
据当地老百姓流传，江西老
表的称号也是由此发源。

■ 禅意小镇

幽兰镇是南昌市佛教特
色小镇，境内有 30 多座佛教
寺庙，其中著名的有乾隆皇
帝御笔书名的佛教圣地东禅
寺，全国室内最高青铜地藏
王菩萨的地藏寺，寓意文曲
星下凡的文昌讲寺，解缙亲
笔题写“龙津烟雨”的龙津
寺，乾隆皇帝下江南夜宿过
的龙华寺，与山东曲阜孔庙
并称文武二庙的广渡寺等，
素有“南昌佛教在昌南、昌南
佛教看幽兰”的美誉。

■ 农业大镇

幽兰镇是南昌县东部农业
大镇，全国商品粮和农副产品
基地,也是距离全省最大的农
产品交易市场——南昌深圳农
产品中心批发市场最近的农业
乡镇。境内资源丰富，富有地
方特色的粮食生产、米粉加工、
藜蒿种植、水产品家禽养殖等
农业项目已经形成产业规模。
2016 年全镇粮食总产量 63780
吨，经济农作物 57581吨，值得
一提的是，幽兰镇藜蒿种植面
积达 5000余亩，占南昌市藜蒿
总供产量2/3。

■ 生态名镇

幽兰镇是典型的江南生态
水乡、省级生态乡镇,全镇森林
覆 盖 率 达 64% ，水 域 面 积 占
29%，五湖（青岚湖、芳溪湖、大
沙湖、落城湖、厚城湖）、十津
（二赣、三斗、五分、七分等水
渠）、三百塘（门塘）镶嵌其中，
形成了一级空气一级水的良好
生态。每年的不同时节幽兰镇
都会吸引上百种鸟类在此栖
息，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
际贸易公约》中的白鹭，被称为

“凌波仙子”的水雉等一系列珍
贵鸟类不胜枚举。 （周 茜）

禅意小镇禅意小镇 全域旅游全域旅游幽
兰

红色旅游必须走主题化道路。要结合现实工

作的需要，深入挖掘红色旅游内涵，明确活动主

题，开展红色旅游。如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开展“两学一做”“三会一课”学习教育等，到“三湾

改编”“朱毛挑粮小道”“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发源

地、“红井”等景区景点培训讲解，目击为证，不忘

初心。

红色旅游必须走生活化道路。针对许多红色

旅游产品缺少吸引力，项目内涵空乏、展陈方式单

一、表现手段落后，不适合现代审美观念和旅游者

消费取向的问题，发展红色旅游必须在保证思想

性的前提下，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融知

识性、科学性、娱乐性于一体，真正达到寓教于游、

以游促教的目的。

红色旅游必须走品牌化道路。以品牌树立形

象，以品牌开拓市场，是江西推动红色旅游健康快

速发展的重要经验之一。一方面，应加大对基础

设施、旅游服务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精心

打造红色精品景区，完善红色旅游目的地体系，推

出红色精品线路。另一方面，应充分利用媒体宣

传、活动推广如举办杜鹃花节、大型实景演出《井

冈山》等多种方式，对红色旅游品牌进行宣传推

广，运用红色文化元素，打造红色旅游商品，增强

红色旅游的市场竞争力。

红色旅游必须走融合化道路。旅游产业天生

就具有与其他产业融合的特性，红色旅游尤其需

要走融合发展的道路。应推进产业内融合，加强

与绿色、古色等其他旅游资源融合，形成以红色为

主导的多彩旅游产品；推进产业间融合，大力发展

“红色旅游+体育健身”“红色旅游+户外拓展”“红

色旅游+文化教育”等新型旅游业态；推进景区间

融合，以各自不同的特色，形成主题性、复合性线

路，满足游客的多元需求。

红色旅游必须走合作化道路。红色旅游不能

孤立发展。一方面，应深化国内区域合作。积极

开展跨区域、跨省际红色旅游的联合协作发展，如

重走长征路，非多省合作难以完成。另一方面，应

积极推动红色旅游国际化合作。红色精神是人类

的共同财富，国外有很多非常有名的红色景区景

点，如在英国的马克思墓、在俄罗斯的中共六大会

址等，我们要开展国家之间的合作，鼓励发展民间

红色旅游，让红色精神传播久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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