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昌县黄马乡

黄马乡紧紧依托凤凰沟国家 4A 级景区，牢
牢把握建设全国首批“田园综合体”试点的战略
机遇，以旅游产业为切入点，全面贯彻落实乡村
振兴战略，推动乡村发展迈上新台阶、取得新突
破。

坚持以全国田园综合体试点建设为引领，通
过完善交通路网，美化村庄环境，配套旅居设施，
不断夯实旅游产业发展基础。

利用凤凰沟景区的溢出效应，瞄准旅游招
商，发展经营主体，强化宣传力度，聚拢商气人
气，充分发挥旅游产业的辐射作用，拉动文化产
业、商贸业等第三产业发展。

鼓 励 农 户 成 立 农 业 合 作 社 开 展 蔬 菜 、瓜
果、菌类种植，实现景区连乡村、乡村承服务、
服务带农户的聚合效果，不断创新乡村休闲观
光农业发展形式，促进现代农业、旅游业增收
增效，带动农户走上小康路、致富路，将黄马的
绿 水 青 山 变 为 全 国 田 园 综 合 体 试 点 建 设 的 金
山银山。

寻幽白虎岭 醉美凤凰沟

——中共南昌县黄马乡党委书记

吉水县黄桥镇

“红古绿”交相辉映，“红”有毛泽东大桥调查遗
址；“古”有杨万里故里湴塘村、云庄、西岭上栋三
个省级古村落及宋代庐陵“五忠一节”杨邦乂、杨
万里等名人学士；“绿”有秀美自然生态风光及绿
色产业。

未来，该镇将以乡村旅游纵深发展为核心，在
文旅兴镇上再添一股子豪气，高标准打造万里故里
4A 级景区的同时保护性开发毛泽东大桥调查遗

址；在农旅富民上再添一股子“财气”，加快打造白
泥矿农旅项目，将“天坑”变景点，带动群众脱贫致
富；在美丽乡村上再添一股子“秀气”，大力保护生态
环境，打造秀美黄桥。

怅寥廓,问吉阳大地,文旅谁属。龙城探得祖籍
遗址，或可以担纲。万里诗风,忧民报国，歌以咏志，
遣词抒怀。荡涤環宇,恰似伯仲扬清流。无须言，看
将来气象，小荷露角。

——吉水县黄桥镇党委书记

武宁县甫田乡

甫田乡按照打造全域旅游示范县的工作部署，
树立“养生西海湖，论道太平山”的全域旅游发展思
路，全力打造集吃住、采摘、体验、养生于一体的生态
乡村旅游，即春赏花海、夏摘百果、秋忆乡愁、冬看雾
凇。

甫田乡重点打造太平山景区和平尧、国道
220、环太平山三条旅游线路。以太平山景区申
报国家 3A 级旅游景区创建为龙头。以党建为引
领，利用新农村建设和村庄环境整治工作，重点
实施了国道 220 线、平尧线和太平山沿线新农村
点建设和沿线村庄提升建设。同时，结合三贤文
化和山水风光，打造“夏摘百果、秋忆乡愁”的风
景带。

充分发挥当地西瓜、草莓、金果梨、覆盆子等
特色农业采摘观光项目的示范带动作用，重点对
接了精功通航、龙浩航空、PINGO 国际建筑装饰
文化产业基地等重大旅游项目，扩大旅游招商成
果，进一步丰富全乡的旅游业态。

养生西海湖，论道太平山。

——中共武宁县甫田乡党委书记

吉安县永和镇

全面推进永和旅游开发，在全国特色小镇、吉
州窑国家 4A级景区的基础上，实施“旅游兴镇”，全
面推进永和镇全域旅游。

2018年首先以吉州窑创建国家 5A级景区为契
机，加快推进中国·吉州窑陶艺小镇建设，挖掘古镇
文化、陶瓷文化等资源，建设陶瓷产业园，大力发展
陶瓷工业。鼓励和引导群众盘活住宅、土地等资
源，从“吃、住、行、游、购、娱”六要素方面发展旅游
产业，以旅游促发展，形成良性互动。其次利用丹
砂渡码头、周必大故里、烈士纪念碑、二王庙等节
点，打造十里赣江风光带；同时利用现有井冈蜜柚
基地、永和红心火龙果基地群等，推进休闲农业。

访古吉州窑、探幽新永和。

——中共吉安县永和镇党委书记

安义县石鼻镇

乡 村 要 振 兴 ，产 业 兴 旺 是 关 键 ；产 业 要 兴
旺，乡村旅游是重点。近年来，石鼻镇在安义县
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打响了安义千年古村
群深度开发的攻坚仗，2017 年，安义千年古村群
成功创建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乡村旅游取得重
大突破。

质朴热情的乡风农韵是乡村旅游的魂。因
此，乡村旅游要打好农耕文化、农风民俗、山水
田园特色名片，让游客在旅行中，不仅能够增长
农业知识，体验农家风情，还能满足其回归自然
的心理需求，真正把“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
住乡愁”的理念贯穿于乡村旅游发展全过程。

2018 年石鼻镇将加强与贵州镇远镖局合作，

为古村创 5A 加速度，高标准规划古村 8 平方公里
旅游发展大景区。全力打造历史文化、民俗体
验、旅游度假、研学拓展等为特色的古村名片。
为改变“半日游”“一日游”现象，景区加大了基
础设施建设，例如建设乡愁公园、唐樟高端民宿
等，古村还将大力发展有特色的高端民宿。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成功是努力出来的。

——中共安义县石鼻镇党委书记

湾里区太平镇

2018年，太平镇将按照区委、区政府“打造四个
中心，建设大美湾里”的战略部署，牢牢把握全域旅
游创建主线，全力打造慢生活休闲旅游小镇建设。

九龙溪生态休闲公园将做好“花海”文章。通过
市场化运营，打造郁金香花卉节、牡丹花卉节、花园
花卉节、百合花卉节等花海节庆。太平心街以“漫漫
相伴“为主题做好休闲文章。引入半朵悠莲全网连
锁民宿等契合业态，持续优化心街业态。以文化品
牌为平台做好节庆文章。着力办好啤酒音乐节、帐
篷营地节、“舞动太平”“家风孝道”等节庆，构建一年
四季的节庆品牌。

以就业、安居、产业、光伏、保障+教育“5+1”帮
扶措施为抓手，完成贫困户脱贫任务；打造融赏花、
摘果、隐居为特色的南门世外桃源村和登高、游湖、
运动为特色的泮溪狮峰人家村。以大客天下茗茶
园、瑞福谷铁皮石斛园、朴心农林科技园为串联单
元，稳步推进观光农业示范带构建。

全民共建，全民共享，产业、旅游、文化“三位一
体”，以特色小镇促乡村振兴

——中共湾里区太平镇党委书记

仙女湖景区

仙女湖是仙女下凡的地方，是“中国七仙女传说
之乡”。在这片古老神奇的灵山秀水之间，传颂着许
多美丽动人的传说，爱情岛、羽仙岛、龙王岛、鹊桥
……每一处景点都与仙女下凡的故事有着不解之
缘。近年来，在旅游强省战略的指引下，仙女湖景区
坚持走企业化、市场化、专业化发展之路，以创建国
家5A级景区、保护一湖清水为抓手，促进旅游提质增
效，投资6.5亿元，启动了景区景点改造升级，成功举
办2017央视七夕晚会，旅游产品更加丰富，旅游设施
更加完善，主题文化更加凸显。2018年，仙女湖风景
名胜区将加大资源整合和整体开发力度，全力以赴
创建国家5A级景区，推进旅游业态全域布局、旅游服
务全域配套，旅游环境全域提升，旅游成果全民共
享，努力把仙女湖建设成为人们向往的休闲度假旅
游目的地。

“美丽仙女湖，八方宾客来！”

——仙女湖风景名胜区区委书记

黎川古城景区

古城阳春风光好，满目冬景胜春华。
黎川古城始建于南宋，繁盛于明清，至今已有

近千年历史，古城中仍保留有百余幢明清古建筑，
“世进士第”是清代黄文豹、黄长森等一家三代考
中进士后的耀祖光宗建筑；“高山景行”厅是功成
名就后的学子为酬谢老师厚恩所捐建；纪念曾位
居宋朝副宰相、辅佐过王安石“熙宁新政”的邓润
甫，有“邓安惠公宗祠”；纪念名列《中国名人大辞
典》，明代考中进士、官至御史的著名文学家邓澄、
邓渼，有南津街上的邓氏家庙；纪念现代文学史上
章回小说大家和通俗文学大师张恨水的，有他少
年时期在南津渡口的旧居，这是全国唯一保存下
来了的张恨水旧居。创建 4A 景区成功只是起点，

没有终点，黎川将以此为契机，力争将古城景区打
造成一个有特色的一流国家 4A 级景区，为旅游发
展事业添砖加瓦。

黎明山川，如意水城，赣闵边城黎川欢迎您！

——黎川县人民政府县长

恒晖艺术农业景区

江西恒晖艺术农业景区以“艺术农业 有机农
业”为主题、特色，以赣台农耕文化和康乐养生文化
为底蕴，山环水绕，清新幽静，亦农亦景亦休闲。

景区以花为媒，以水为源，以景为游。生态农
业，洗尽铅华，不失有机本色；绿野山庄，回归质朴，
都是悠然风情。

千亩农业园恢宏壮观，农耕体验引人入胜，溪山
林地风光秀美，粼粼柔波鱼儿逍遥。漫步在风吹草
长之间，流连于流水花木之中，时光怡然向前，人生
是如此自在惬意。

景区自然环境优美，休闲娱乐项目丰富，可纵情
山水之乐，感受田园风情，体验农耕乐趣，探索有机
奥秘，享受有机生活，是休闲度假、观光旅游、康乐养
生的好去处。

热忱欢迎广大游客朋友来恒晖艺术农业景区感
受艺术农业、有机农业的独特魅力！

——江西恒晖大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董事长

江西五谷村丛林酒博园

首创“丛林发酵”酒阵，运用“五行酿造”传统技
术，开辟“山涧洞藏”方法。2014年起，五谷村酒厂将
环境优美的酿造基地进一步打造成“江西五谷村丛

林酒博园”，将企业商业模式进行了一次彻底的颠
覆。以丛林发酵酿造白酒为依托，以酒道文化与中
华传统文化为主线，以弘扬自然、纯净、回归本真的
生活态度与生活方式为主题，以体验一二三产融合
发展为基本模式的旅游综合体为市场定位，打造集
丛林发酵白酒生产、销售及酿酒延伸产业经济，酒道
文化推广、传统教育、林下经济、休闲观光、自助式农
垦、水杂果采摘、亲子体验、餐饮娱乐、养生养老、民
宿野营、拓展训练、民俗体验、文化展示等为一体的
多功能酒道文化主题园。2017年，成为“江西省工业
旅游区(点)”之一，获创建国家4A级旅游景区。

一番丛林行，美景阅不尽；身心与景合，似悟似
得道。一个让人体道悟道的老酒村欢迎您！

——江西上高五谷村
丛林酒博园董事长

龙南虔心小镇

赣州市龙南虔心小镇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九连
山边缘带，是一处少有的人间仙境。该镇是一个以

“虔”文化为主题，结合丰富的山水茶竹资源打造自
然风景、田园风光、客家民俗、虔茶文化为一体的家
庭休闲度假的特色小镇。建成了一批农耕文化、特
色鲜明、体验感较强的旅游休闲度假设施，把穷乡僻
里变成了山清水秀和粗具规模的休闲度假特色小
镇。虔心镇现建有以文化体验为主的樱花谷，休闲
娱乐的“沐心谷”，休闲体验的镜心湖和文化为主的
虔山茶四大景区作为该镇的产业支撑，为 2018年 18
个新晋4A景区之一。

虔心净域，大美小镇！休闲度假胜地虔心小镇
热忱欢迎广大游客，祝大家新年吉祥、幸福安康！

——江西虔心小镇生态农业
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幽兰旅游风情小镇

当青岚湖畔的候鸟还在辗转飞旋，当马游山
上的松篁开始深藏如盖，2018 已悄然而至。南昌
出城向东十里，江西省旅游风情小镇、江西省级水
利风景区、江西省级生态乡镇和南昌市禅意特色
小镇——幽兰，正以全新的面貌在此恭候。来这
里，在东禅古寺听佛钟声声，在地藏寺赏梵呗悠
悠，您还可以去印智航天产业园看繁花簇簇，还可
以去落沙塘闻蛙声阵阵。来这里，开启您最新潮
的佛系之旅，焚香读禅经，披书坐落花，品香茗沉
水，感幽竹扶风。

这里是千年古镇幽兰，这里是禅意小镇幽兰，这
里是生态名镇幽兰，来这里，我们在幽兰等您。

——南昌县幽兰镇人民政府镇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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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赞江西 与美景同行

展望望

江西之美，自古流传。“江西山水真吾邦，白沙翠竹石底江。舟行十里磨九泷，篙声

荦确相舂撞”。在宋代，大文豪苏轼对于美丽江西给出了他最真诚的赞美。

步入新年之际，江西各地旅游次第交出满意答卷：十大风情旅游小镇评出、15个

工业旅游点（区）公布、18个国家 4A级景区创建成功……致敬这些旅游景区（点）、美

丽乡村的建设者们，是他们日夜兼程风雨无阻，让一个个默默无闻的原生态、你我的家

乡，成为美丽江西的一环。

新年新气象。伴随冬天的雪花，我们听到了春天的脚步声声。

在春天，所有的事物都在裂变，所有的生命都在孕育。

所有的花都开在路上。

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最喜春风十里，一路有你。

“富贵不归乡，犹如锦衣夜行”，让我们跟随这些建设者们，打开江西的画卷；让我

们领略新一年的美丽新气象；让我们赞美家乡，也赞美劳动；让我们，与我们脚下的土

地与风景同行。 （本报记者 钟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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