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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春联
2月 12日，南

昌市红谷滩新区世
纪中央城的社区居
民在家门口迎来一
场“文化盛宴”。江
西四方书画院作品
迎春展和送春联进
社区文化活动，在
红谷艺术馆举办，
10 多名书法家为
居民送上新春祝
福。
本报记者 赵 影摄

春节进入倒计时，旅游业进入
销售高峰。国家旅游局发布的报
告预测，春节假期我省游客接待量
居全国前十。我省各地纷纷推出
优惠活动和特色民俗活动，用“浓
浓年味”引客入赣。

愿意花时间出游
近日，中国旅游研究院、国家

旅游局数据中心等共同发布了
《2018 年春节长假旅游市场预测
报告》，预计春节七天长假期间，
接待国内人数 3.85 亿人次，同比
增长 12%；国内旅游收入 4760 亿
元，同比增长 12.5%。从出游内
容看，研学游、海岛游、游轮游、
冰雪游、乡村游等以家庭游客为
服务对象的主题旅游休闲市场
热度较高。

《预测报告》指出，全国各区域
的客源以本区域为主，区域外客源
以中程游客为主。华中和华东、华
南和西南地区游客接待量领先，四
个区域将占全国游客接待比例近
八成。从省域尺度看，预计接待游
客规模最大的依次是四川、江苏、
广东、湖南、安徽、河南、湖北、河

北、江西和广西。2018 年春节假
期，最舍得花时间出游的地区依次
为河南、江西、湖南、海南，返乡游、
国内游、出境游……江西人出游热
情高涨。

出境游越来越热
记者走访南昌市各大旅行社

发现，目前春节假期出境游线路已
全面上市，东南亚国家、海岛游等
境外线路成为市民的热门选择，有
的热门线路已趋于饱和。江西易
凯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负责人胡
红兵表示，出境游热门线路的跟团
游产品已基本预售完毕，个别线路
存在“一位难求”的情况，尤其是高
品质出境游产品。

春节出境游市场人气火爆，不
过受机票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部
分出境游线路报价较平时增长幅
度较大。无论是出境还是国内线
路，春节长假提前或延后 2 天至 3
天出发，价格相差达 50%，提前预
订、错峰出游更划算。

喜庆热烈年味足
2018 年春节将成旅游过年

“史上最热”春节，越来越多的人在
路上寻找“年味儿”。面对这块大
蛋糕，全国各地使出浑身解数。在
春节旅游客源争夺战中，国内游市
场早已排兵布阵。汇聚冰雪、温泉
等多种元素，成为许多目的地的

“打法”。
春节出游去哪儿？江西玩法

多。错开“南下避寒”和“北上赏
雪”，我省大多景区走特色线路：用

“浓浓年味”引客入赣。我省各地
加大春节假日旅游产品供给，丰富
产品内容，组织推出一系列喜庆热
烈、群众参与性强、年味十足的旅
游活动以及民俗旅游、乡村旅游等
新产品新业态……

为吸引更多游客，全省多地
力推有当地特色的年俗活动，准
备了 166 道“春节旅游大餐”。同
时，全省各地纷纷“走出去”举办
旅游推介会，邀客到江西过年。
今年上饶推出“乡村过大年”活
动，各景区积极参与，推出多项优
惠措施及活动，并在广东等地举
办系列推介活动。此外，赣州、吉
安、萍乡等地近期多方出击，推介
旅游，引客入赣。

本报记者 邹海斌

春运第一天，沪昆高速宜春段的车
流总量飙升至 3.6 万辆，次日高达 4 万
辆，随之而来的是交通事故频发。2月
8 日，记者来到沪昆高速春运第一线，
采访呵护回家路的“春运守望者”。

记者来到江西高速交警四支队五
大队，只见大队门口停了不少事故车
辆。五大队副大队长邱德军介绍，春运
7天的交通事故接警量，接近去年春运
期间的一半，最多的一天达30起事故，
以追尾事故为主，好在没有伤亡。为方
便群众回家过年，五大队优化事故处理
流程，增派人手，限时办结，不让群众因
处理事故而长时间滞留。

一起轻微交通事故，协商起来往往
要半个小时，常造成高速公路拥堵，带
来更多的交通安全隐患。“平安才是回
家最快的路。”邱德军希望大家在高速
公路上，一定要提高安全意识。

记者在春运第一线采访发现，今年
春运用上了大数据，极大地提高了高速
交警护航春运的效率。邱德军告诉记
者，以前接到报警电话，高速交警要上
路寻找，今年，堵点在哪里、堵了多长时
间，运用大数据可精确地找到事故点，
调度到位，处理及时。

过了小年，五大队管辖的 96 公里
高速公路更是车流奔涌，日车流量增至
5万辆。邱德军说：“别人回家过年，我
们是在过关，只要旅客们能平安回家，
所有的付出都值得！”这是“春运守望
者”的心声。

绿油油的上海青、粗壮的莴笋、
山坡上的土鸡、家养的生猪……随
着年关临近，为了春节餐桌上能增
添几道无公害原生态风味，越来越
多的崇仁居民直接到农户家中和
种养基地“淘年货”。

“我家橘子园里养的 500多只
生态鸡有 6个月大，是真正的生态
鸡。最近，这些鸡大部分被买走或

预订了，现在就剩
几十只。”提起县城
人到乡下买土货，

六家桥乡艾坊
村 的 养

殖 户

王小明感慨，近两年，购买者来得
越来越早。

5 年前，王小明开始养鸡，都
是饲料喂养，出栏快、大个头，但味
道差、价钱低，不好卖，过年也卖不
起价。一次偶然机会，县城的一对
夫妇开车到村里买土鸡，王小明把
自家生蛋的 2 只老母鸡卖给他
们。接过 150多元，王小明顿时心
里亮堂了很多——土鸡能卖出好
价钱。

此后，王小明购来正宗崇仁麻
鸡苗在山上放养，以昆虫、青草树
叶及米糠稻谷为麻鸡食物，严格按
无公害生产操作规程饲养。4 个
月后，眼见饲养的鸡才一公斤，正
担心要亏本，这时却有商户找上
门，以 20 元一公斤的价钱全部买

走，让王小明欣喜不已。
此后，越来越多的人赶来买土

鸡。王小明说，艾坊村山上养鸡户
有 20 余户，几乎家家养生态鸡。
这些养殖户随身带“名片”，不断扩
大知名度，有的还把信息发到网
上。各农户之间也互相介绍顾客。

记者了解到，如今崇仁不仅土
鸡土鸭好卖，土猪、花生、芝麻、红
薯干以及谷酒等，都成为县城人热
衷的年货。由于抢手，顾客经常要
通过农村的亲属、朋友预订才能买
到，年货的价格也水涨船高。

“原本 50元一只的土鸡，现在
涨到 100元，鸡蛋 2元一个。春节
前几天，价格可能更高。”王小明
说，尽管价格高，但下乡采购的顾
客图的就是个不惨假的“土”字。

2月12日，离除夕还有一段时间，
欧阳晓斌正为他发起的“乡村春晚”
忙得不亦乐乎。

欧阳晓斌是樟树市昌傅镇下房
村党支部书记。欧阳晓斌说：“除夕
夜看央视‘春晚’，好是好，但总觉得
不过瘾，因为村里的新变化、群众的
高兴事等憋在心里，找不到表演机
会。2017年，村里的文化活动中心建

成后，有条件办‘乡村春晚’，村民自
编自演、自娱自乐，不是更好吗？”他
找来村干部和文艺积极分子，把想法
一说，大家都拍巴掌赞成。

举办“乡村春晚”的消息一传开，
村里一下子热闹起来，大家争着报
名。短短 3天，报名节目达 36个。晚
会筹备组决定通过比试确定节目。2
月 11日，经比试，得分高的 20个节目

入选，有器乐演奏、武术、小品、相声、
广场舞、流行歌曲等。

眼下，入选“村晚”的节目正加紧
排练。

“我们‘村晚’的节目、台词都很
接地气，表达了村民们的心声，肯定
出彩。”欧阳晓斌看过几个节目后，对
除夕晚上办好首届“乡村春晚”充满
信心。

2 月 9 日 19 时，主题为“携手并
进，圆梦小康”第五届“乐坪农民春
晚”在万载县偏远山沟仙源乡乐坪村
拉开帷幕，近千名群众观看了这场有
浓郁乡土气息的文化盛宴。

在乐坪村，当地农民利用特有的
民俗文化活动，结合新农村文化连续
五年举办“乐坪农民春晚”，“春晚”

活动已成为当地农民年桌上一道“大
餐”。乐坪村委会主任许福才介绍，
2014 年，在外务工、上大学的年轻人
回家乡过年，因感觉枯燥冷清，就摆
两个音箱，自编自导自演十多个节
目，在乐坪小学校园办起了首届“春
晚”。第二年，“乐坪农民春晚”有500
多人，第三届就吸引了近千人观看。

到第四届，还受到省市媒体的关注。
实际上，像“乐坪农民春晚”这样

的乡村迎春文化活动，近年来在万载
县已形成常态，虽然白水、黄茅、株
潭、三兴等一些乡镇没有打出“乡村
春晚”的“名片”，但展示乡村新生活，
用歌舞等艺术形式展示乡村文化精
神面貌的目的大致相同。

原生态“村晚”成村民过年“大餐”
邓龙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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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天气

这个春节南昌前暖后冷
除夕至正月初一预计有雨 正月初三起明显降温

天
气

唐传师 本报记者 徐黎明 实习生 陈思琪

2月12日，南昌市气象局召开
2018年春节期间天气趋势预测新
闻发布会。预计2月15日至2月21
日，该市多阴雨天气，降水略偏
多。其中，15-16日（除夕至正月初

一），有一次弱降水过程；18-21日，
有一次明显的大风、降温和降水过
程，过程降温8℃～10℃。据预计，
假期前暖后冷，前期（15-17日）平
均气温偏高，后期（18-21日）平均
气温与常年持平或略偏低。

近30年春节天气概况

专家说，近 30 年（1988-2017
年），南昌市 2月 15日至 2月 21日
的天气特点较多。首先，根据监
测，日平均气温8.3℃，平均气温低
于4℃的日数占12%。日平均气温
最低为零下 1.6℃，出现在 1996年
2 月 18 日 ；日 平 均 气 温 最 高 为
18.8℃，出现在 2003 年 2 月 21 日。
日最低气温小于0℃的日数占4%，
日极端最低气温为零下 2.4℃，出
现在 1990年 2月 18日。日最高气
温大于 25℃的日数占 1%，日极端
最高气温为25.5℃，出现在2004年
2月20日。

从降水看，近 30年春节期间，
平均累计降水28.4毫米；日平均降
水量为4毫米，日降水量最大为55.4
毫米，出现在1989年2月16日。出

现雨日的概率为50%，大雨以上（大
于25毫米）降水的概率为4.3%。

冬季常见灾害性天气中，大雾
平均日数 0.2 天，其中 2004 年 2 天
为最多；霾平均日数1.9天，2004年
5 天为最多。降雪平均日数 0.07
天；雨凇（冻雨）平均日数0.02天。

两次冷空气来袭

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预计
2018 年春节假期期间，南昌市多
阴雨天气，降水略偏多。其中
15-16日受弱冷空气影响，有一次
弱降水过程，并伴有 4℃～6℃的
降温；18-21 日，受较强冷空气影
响，有一次明显的大风、降温、降水
过程，偏北阵风可达 7 级，过程降
温8℃～10℃。

预计春节假期前暖后冷，前期
（15-17 日），平均气温偏高，为
11℃～13℃，较常年偏高 3℃～
5℃；后期（18-21日），受较强冷空
气影响，平均气温与常年持平或略
偏低，为7℃～9℃。

专家提醒，由于预报时效较
长，请大家后期关注最新预报。

春节旅游预计接待量全国前十

浓浓年味 赣鄱大地候客来
旅
游

本报记者 龚艳平

直奔田头淘正宗“土年货”采
购

本报记者 陈 璋

平安是回家
最快的路

交
通

“村晚”加紧排练 节目很接地气联
欢

陈文飞 本报记者 徐黎明

▲2月11日，南昌市红谷滩新区行政广场前的巨型彩灯安装完毕，近
日将试灯。据悉，今年彩灯有灯耀新春、迎春接福、盛世中华等6个灯组，
以超大型红灯笼为设计主体，经艺术夸张的红灯笼加入中国传统元素剪
纸、窗花等，体现新春喜庆欢乐的气氛。

本报记者 朱文标摄

贴窗花
春 节 即 将 来

临，南昌客运段在
高铁动车上用窗花
装饰车厢，营造喜
庆的过年氛围，浓
浓的年味让旅客感
受到“家”一般的美
好。图为南昌客运
段G488次列车乘
务员与四岁“小萌
娃”一起贴窗花，迎
接春节。

通讯员 孙 静摄

镜
头

老年味新花样 今年春节很热闹品
年

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