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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最长海洋观光隧道
落户瑞金

2月8日，游客在位于瑞金市叶坪乡田坞村
的九丰海洋馆海底隧道观看美人鱼表演。

当日，瑞金启动冬季乡村文化旅游节，九丰
海洋馆同时开馆。该馆于2017年6月16日正
式开工建设，建设的海底隧道总长为150米，是
目前国内最长的海洋观光隧道。 （杨友明）

聚焦互联网＋
旅游融合创新助推旅游

1月25日，第二届互联网+文旅创新论坛在
上饶举办。论坛以“AI时代，目的地文旅产业新
机遇”为主题，汇总近年来文旅行业新成果、探
索文旅行业新机遇、分析文旅行业新趋势、创新
文旅行业新模式，推动中部地区旅游目的地迎
接智慧旅游时代。

据了解，上饶正努力打造全国一流旅游强
市，智慧旅游建设、旅游+文创、互联网品牌营销
宣传等一系列“互联网+”举措正在落地实施。人
工智能正逐步融入旅游业态，不仅更新了人们对
现有旅游模式和服务的认知，在全面打造智慧旅
游城市的道路上，上饶将更主动创造消费场景，
关注受众的消费体验及产品背后的人性需求，根
据文旅产品的功能、社会需求推出智能化服务，
重塑运营体系，加快打造文旅新业态。 （赵 影）

遂川三百岁红梅花开

1月 30日，遂川县大坑乡灵潭村芳田洞,一
棵 300多年的红梅树，枝头朵朵梅花竞相绽放，
粉红色的花瓣释放出沁人心脾的芳香，吸引了
许多游人驻足观赏拍摄。 （李建平）

芦溪全域旅游
实现开门红

进入 2018以来，芦溪县全域旅游实现开门
红，与去年 1月同比游客增长了 42，6%。以“忆
得起乡愁”为主线，芦溪县以国家全域旅游示范
区和江西旅游强县为依托，结合生态文明建设、
特色小镇建设、脱贫攻坚等工作，在景区创建
中，勾勒出彰显芦溪红色、绿色、古色文化的“一
二三四”画卷。随着旅游服务设施的不断完善，
各景区人气不断提升，仙凤三宝农旅特色小镇、
玉皇山道一小镇、东阳古樟长寿村、石溪腊梅花
海引爆了自驾游、乡村旅游热潮。

目前，芦溪县拥有1个国家级湿地公园、4个
省级森林公园、2个国家级生态乡镇、2个全国文
明村、7个省级生态乡镇，先后获批国家生态示
范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全国生态文化旅游
强县、全省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县等“绿色”品牌，
一幅幅天蓝、地绿、水净的美丽画卷展现在游人
的眼前。 （李瑞生）

吉水打造
进士文化园

寒冬时节，走进吉水县城，位于南门州的进
士文化园建设正如火如荼。

吉水素有“文章节义之邦，人文渊源之地”
美誉，历史上 556人中进士，6人高中状元，并涌
现出杨万里、解缙、罗洪先、邹元标等一大批名
人学士。吉水进士文化园的建设，正是该县以
文化为引领，建设南门洲旅游集聚区推动全域
旅游发展的一个缩影。该园于 2017 年 10 月份
开工建设，占地面积 500余亩，预计今年 5月份
完成布展。整个空间布局采用传统造园手法，
以进士博物馆为核心，结合藏书楼、官署、文庙、
状元门、状元阁、状元府第、戏楼、古代考场等元
素规划为“一带、二林、九园、十八景”的古典园
林，力争打造成为一张以中国进士文化为主、凸
显庐陵文化地域特色的全国旅游名片。

（王薇薇 胡淑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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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地方玩转新春

边走边说

哈尔滨
如果不怕冷，可以考虑去哈尔滨。哈尔滨是世界冰雪

文化的发源地之一，亚布力高山滑雪、兆麟公园冰灯游园
会、松花江冬泳，雪塑、冰雪游乐在国内
外都享有盛誉，冬季是游玩哈尔滨的最
佳季节。

山西平遥
平遥古城位于山西省中部平遥县

内，是一座具有27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
城，来到平遥就像一次穿越，在一个又一
个互不关联的场景中，清末的平遥城、镖
局、赵家大院呈现祖先生活的片段。

2月份走进平遥城，明清大街上的
社火节，一闹就是整整一个月。人们在
这里挂上彩灯，搭起彩楼，扭完秧歌唱
晋剧……这里的每一分热闹，都把人带
到传统生活中去，千年场景，历历再现。

凤凰古城
在这个“可能是中国最美丽的小

城”的湘西明珠中，寻找沈从文《边城》
月光下水边的吊脚楼、依山傍水的老
城、南华山衬着的古老城楼、飞架于乌

巢河深谷的石桥等。宁静而又悠远的古镇、乡民朴实旷达
的作风、充满着民族特色的建筑物，成了人们前往最好的
理由。

水乡乌镇
乌镇是我国六大古镇之一，是典型的江南水乡。乌镇

四季风景各异，冬天的乌镇风景别有一番风味。乌镇小巷
道旁许多老人守护着这方水土，抽着旱烟，唱着小戏，摇着
乌篷船，走着他们的日子。

如今的乌镇仍保留着大摆长街宴的习俗，初一到初
七，延绵数十里的西栅老街上，家家户户沿街支灶搭台、架
锅烹煮，空中弥漫着羊肉的香味，再现了明代诗人赵桓所
描述的“长街迢遥两三里，日日香尘街上起”的盛况。

云南丙中洛
据说，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的丙

中洛才是最原始的香格里拉，是个一步一景的好地方，一
路气势磅礴，风景如画。

如果幸运，冬日信步于丙中洛景区，还能看到霜雪中
桃花开遍的美景，定不枉此行。

成都龙泉山
每年从春节开始，成都周边几百万人倾城而出，涌向

龙泉山那35万亩桃林，赴一场气势非凡的桃花会!
与其说是10万成都人共赏桃花，不如说是10万人同搓

麻将更加贴切。10万人，宛如10万人马，全部在搓麻将，堪
称中国绝景，所以不少人把桃花会也称作麻将会。

延安安塞
安塞腰鼓是陕西省的传统民俗舞蹈。表演可由几人

或上千人一同进行，气势磅礴，精湛的表现力令人陶醉，被
称为天下第一鼓。1996年，延安市安塞区被国家文化部命
名为中国腰鼓之乡。过年去安塞看腰鼓表演绝对是一次
过瘾的体验，你会不知不觉跟着黄土地里的那些汉子一起
热血沸腾!

河北蔚县
打树花是河北省张家口蔚县暖泉镇的地方传统民俗

文化活动，具有特色的古老节日社火，至今已有500余年历
史，熔化的铁水泼洒到古城墙上，迸溅形成万朵火花，因犹
如枝繁叶茂的树冠而称之为“树花”，其壮观程度不亚于燃
放烟花。

后来，暖泉镇每逢元宵佳节期间“打树花”的习俗一直
延续至今。打树花也作为一项古老技艺，成为河北省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安徽贵池
皖南池州贵池的刘街、桃坡、茅坦都是普通的名字，但

傩戏使那里的过年气氛一点都不普通。每年农历正月初
七到十五，请、送傩神的祭祀活动都是全民盛典。

傩戏的一切都很神秘。请傩神的只能是男丁，到初七
晚上，就可以看到傩戏、傩舞了，表演的还是男丁，过程古
朴有趣。

广西阳朔
如诗如画的田园风光，甲天下的漓江山水，惊绝天下

的熔岩奇观，还有令人最流连的阳朔古老的石板街——西
街。从老板到服务员，男女老少几乎人人都持一口流利的
英语，而游船上还播放着经典的刘三姐山歌。徒步、自行
车等时下流行的户外项目在青山绿水中开展，阳朔具备了
一切让人心动的因素。 （综 合）

2月6日，上饶市做了一件令人瞩目的事情：在
国内设区市中率先开展优质旅游诚信理赔工作，成
立“上饶市优质旅游诚信理赔中心”，设立“上饶市
优质旅游诚信理赔基金”，将理赔范围由旅游购物
扩展到旅游全产业链，倒逼和推动优质旅游指标体
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体系、政绩
体系和制度环境的全面优化，制定《上饶市优质旅
游先锋行动(2018-2020)》，实施“七个一工程”。

“有标准便好办，只需按照标准来办事，优质旅
游做到一个用标准化的方式来推动，而不会是‘各
做各的、各唱各的’杂音。为江西的产品建设，为美
丽中国建设样板展示上饶旅游人乃至江西旅游人
的形象，不让一个游客在上饶受委屈。”上饶市委常
委李瑞峰表示，设立优质旅游诚信理赔基金，通过

“旅游服务品质案件先行理赔”，将责任担在肩上，
形成倒逼和推动全市优质旅游建设的独特机制，为
旅游者提供简明快捷的维权通道，为旅游企业构建
诚信经营的制度环境，为广大游客打造持续优化的
市场环境。

在这里，“倒逼”让我们看到了上饶旅游业自上
而下的作为。

时下，旅游业高速发展，同时也催生了旅游市
场许多不合规范事情的产生，“青岛大虾事件”“雪

乡宰客事件”近些年可谓是旅游业负面事件的典
型，经营者的不规范行为，只需小小一把火，就有可
能摧毁该省苦心经营的品牌形象，导致重大的经济
损失。而管理部门只能突击“救火”：“雪乡事件”发
生后，黑龙江省的旅游、公安、工商、交通运输、价格
主管、森工总局等部门共同参与，进行了一次旅游
行业规范经营的整顿。

倒逼则灵，黑龙江省勇于面对旅游从业者经营
过程中发生的问题，并进行积极的处理，让前去旅
游的游客放心不少，问题到底能不能从根子上解
决，却需要时间来验证。

旅游业只有转向“质量”“品质”“服务”发展的
新路，才能实现健康的可持续发展。而“标准化”则
是旅游发展的硬通货，上饶市设立公有制旅游诚信
理赔基金，正是解决管理层面对事件发生后只能一
阵风突击处理办法的有力补充。

标准的制定和实施归根结底是为了促进最佳
秩序和共同效益，旅游业标准化使旅游从最初的价
格竞争转向更高层次的非价格竞争，使得旅游企业
不得不通过服务和管理创新来赢得市场，这进一步
促进了旅游服务质量和水平的提高。

上饶市“不让一个游客受委屈”的底气，正是来
源于这种标准化的诚信理赔机制的建立健全。

立春刚过，新建成的新干县东山欢乐谷
内，游人如织，或散步或观赏或游玩，人们在
早春的阳光里尽情享受着各类文化娱乐项
目，纷纷赞叹古韵新干实施全域旅游战略后
的新变化。

“三山两带”舒画卷，“一城”新景绘新
图。新干县确立“三山两带一城”发展思路，
明晰“两个集聚区和三条精品线”打造重点，
以“远途旅行、近郊环游、休闲度假、城乡深度
游”为方向，重点塑造青铜文化游、自然生态
游、乡村体验游和康养健身游四大品牌，推进
新干全域旅游加速崛起。

今年以来，新干成立全域旅游推进工作领
导小组，编制《新干县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出
台全域旅游实施意见，首次把旅游工作纳入乡
镇年度目标管理考评，“聚区成块、串点成线”
的全域旅游发展格局初现。

新干聚焦大洋洲青铜文化旅游和华城门古
村旅游两大特色集聚区，风景独好。去年以来，
新干大洋洲商墓遗址展示棚项目主体工程、大
洋洲青铜博物馆提升改造工程、牛头城遗址城
垣加固保护一期工程、青铜文化旅游集聚区内
一批旅游文化工程呈现如火如荼的建设景象。
打造江南青铜文化旅游目的地，留住尘封千年

的华夏文明，正在新干从梦想变成现实。沿着
新干华城门古村旅游集聚区漫步，这里古樟参
天、古巷纵横。奇石古玩一条街、仿古商业步行
街、大东门历史文化街区，将浓厚的历史积淀融
入市民生活，成为可触可摸的城市空间。

行走在省级贫困村新干县潭丘乡大塘
村，但见山清水秀、移步皆景。2015年以来，
大塘村挖掘丰富的旅游资源，引进投资 3.2亿
元，高标准开发海木源生态景区。竹林漂流、
精品民宿、特色农家乐等旅游项目，每年吸引
数十万游客来此。昔日的贫困村，一跃成为
闻名遐迩的旅游胜地。大塘村旅游带来的新

变化是新干实施“旅游+美丽乡村”融合理念
的具体实践。这些年来，该县全景打造金海
生态休闲旅游线，海木源景区、上寨大景区、
神龙湾橘园、湿地生态区等，旺季日均吸引游
客十多万人，美丽乡村有“颜值”更有“产值”；
赣江风光旅游线以江为轴，连接起三湖万亩
红橘园、荷浦莒洲岛、金川文昌塔等20多个旅
游点，成为旅游市场新宠；乡村旅游风光线勾
连瑶湖、燥石、黎山等山水景观，激活神头文
化村、赤岗塘剪纸村、张坊荷花村等特色乡村
旅游点，加速形成全域旅游发展新格局。

（李福孙 邹建锋）

2月 8日，上饶与黄山、
衢州、武夷山、鹰潭、景德镇
5 市达成共识，共同签订成
立了以上饶为核心的区域
城市旅游联盟——赣浙闽
皖 区 域 城 市 优 质 旅 游 联
盟。赣浙闽皖区域城市优
质旅游联盟盟约指出，建立
赣浙闽皖区域城市优质旅
游联盟的目的在于使联盟
成员由陌生到认识，由认识
到了解，由了解到信赖，为
相互合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联盟成员推崇和倡导
品质旅游、文明旅游、快乐
旅游。倡导品质旅游，推出
优良的旅游产品、细致周到
的旅游服务和较高的性价
比。联盟旗帜鲜明地反对
不合理低价旅游和零团费
负团费等名目繁多的欺客
宰客强买强卖的不良旅游
行为。推崇和倡导文明旅

游就是要求旅游企业生产
优良的产品，提供细致周到
的旅游服务。要求游客文
明出行，爱护和保护生态环
境和旅游设施，言谈举止文
明礼貌。推崇和倡导快乐
旅游。用快乐的心情欢乐
的语言，甜蜜的微笑去引导
游客，感染游客，让游客在
旅行中收获真正的快乐。

盟约要求，联盟会员要
积极合作、密切配合，共同
开拓国内外旅游市场，开发
特色旅游产品。要共同提
高旅游服务质量，加强交流
磋商，维护联盟品牌形象。
要打破区域分割，打造各城
市旅游景区和项目互时相
融合的旅游产品线路。并
将积极支持和参与建立以
黄山、衢州、武夷山、鹰潭、
景德镇为核心的区域旅游
城市联盟。

过年
盛宴

调查显示，2018
年第一季度，我国居
民出游意愿为 83%，
其中48.9%的游客选
择在春节期间出行。
春节期间具有出游意
愿的居民中，有65.9%
选择了国内中长线旅
游，比例最高。“年味
儿”十足的旅游节庆
活动以及民俗游、冰
雪游、温泉游、乡村游
等假日旅游产品最受
青睐。

全域旅游的新干答卷

标准化是优质旅游的根本
相 关 新 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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