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边走边说
在过去的两周里，有连续

两天的节日（中国旅游日、国际
博物馆日）都跟旅游有关。

其中，5 月 18 日的国际博
物馆日，着实又让博物馆火了
一把。文字、视频、动画齐上
阵，好不热闹，大家的朋友
圈也纷纷被“文物戏精”的
H5 所刷屏。原本躺在博
物馆里的静止文物跃然屏
幕之上，赢得大家的一片
片叫好。

的确，作为文化旅游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博
物馆旅游已经走下了神
坛，越来越多地走进人们
的生活。

这些年，旅游正在改
变着我们身边的一点一
滴，旅游在生活中的影响
已经可以触得到、摸得着
了，进而成为了人们的一
种生活方式。从盲目出
行到提前做好旅行规划，
从习惯跟团游到越来越
多人选择自由行，从“打
卡式”旅游到更加注重休
闲和文化体验，从饱览祖
国大好河山到走出国门、
走向世界，中国游客正在
变 得 日 益 成 熟 、更 加 理
性。文化旅游变得日渐
红火，这反映出，中国游
客 的旅游需求在不断升
级，从之前单纯的欣赏景
色，到如今想从中了解一
些文化的元素。

不仅如此，周末游、自驾
游、高铁游、亲子游、老年游
……越来越丰富的旅行方式，
给大家提供了更多的选择空

间，可于旅行中体悟文化，亦可
在旅途中增长见识。一切与美
好事物邂逅的过程，都可以视
作一段旅行。“旅游+文化”“旅
游+体育”“旅游+演艺”……旅
游越来越成为一个开放的平

台，将一切美好的事物与
体验融合在一起，让人们
的精神世界愈加丰富。

同时，旅游也在被我
们所改变。10 年前，如果
要想了解博物馆中的某件
文物，那最好的方式就是
来到博物馆中，走到文物
的跟前；而如今，坐在电视
机前，可以聆听文物的故
事；戴上特定的设备，可以
身临其境如在博物馆一样
欣赏文物；捧着手机，更可
以欣赏到那些“能蹦会跳”
的古老文物。新技术、新
思想，无不让旅游变得更
加便捷，而且更具包容性。

文 物 登 台 亮 相 成 为
“戏精”之后，大家更期待
的是，文物能够结合文创
产品，来到大家的身边，走
进大家心里。文物不应只
是“戏精”，毕竟文物承载
着的文化是厚重的，文物
应当成为一个使者，架起
一座古老与现代的时间桥
梁，让现代的人们能够体
悟当年的生活场景，感受
那个年代的文化。

对历史最好的回馈，即
是向前走得更好。文物可以让
古老的文化被熟识，同时，也让
我们的思想行天下，在历史文物
的指引下人们更好地在旅游行
为中得到收获。 （刘发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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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山出台政策
扶持精品民宿发展

为实现井冈山旅游产业跨越发展，近日，井
冈山出台《井冈山精品民宿发展实施方案》，编
制《井冈山精品民宿发展规划》，推出一系列扶
持政策和奖励办法，支持精品民宿发展。

据了解，井冈山的扶持精品民宿政策，包括
一站式办证、客房奖补、贴息贷款、税收及水电
优惠等。井冈山还计划在 2020 年之前，每年
规划发展 10 个精品民宿集聚村，对客商投资
落户集聚村且旅游业态丰富的，每个精品民
宿集聚村可获得 300 万元的基础设施配套建
设支持。 （吴桂生）

南丰兴起垂钓热
丰富乡村游业态

近日，在南丰县洽湾镇石耳岗新村小龙虾
养殖基地，小游客开心地展示自己钓起来的小
龙虾。今年以来，南丰县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合理开发利用河塘、水库发展甲鱼、龙虾等
特色水产养殖，同时把特色水产养殖与休闲旅
游相结合，开辟“钓虾”“钓甲鱼”等乡村旅游项
目，进一步提升了养殖效益。 （黎兴旺）

旅游日半价畅游
乐享婺源文化大餐

“徽剧、傩舞、打糍粑、踩高跷……”5 月 19
日，适逢中国旅游日，在国家 5A 级景区婺源江
湾，游客既能欣赏非遗剧目又能体验趣味活
动，一场“暖心之旅”让游客感受到了浓浓的老
家情怀。

“没想到，除了享受半价游婺源，还有礼品
赠送。”来自浙江的游客张俊，他将在江湾观赏
体验民俗文化活动的照片上传到微信朋友圈，
就获赠了一把精美的扇子。原来，为响应“全域
旅游，美好生活”的中国旅游日主题，婺源县旅
游股份有限公司送出一份“礼品包”：凡游客在5
月 19 日购买婺源旅游通票即可享受 5 折优惠
（通票价格210元），通票时效5天，可游玩江湾、
李坑、彩虹桥等12个景区。

“婺源处处是美景，全域旅游精彩纷呈。”婺
源县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营销部负责人占斌介绍，
婺源全域是一个国家3A级景区，形成了“春探人
间花海、夏享清凉世界、秋观漫山红叶、冬游梦里
老家”的四季旅游精品，是一个“四季皆景、老少
皆宜”的首批中国优秀国际乡村旅游目的地。江
湾是婺源书乡代表，这里既有保存尚好的御史
府、中宪第等明清官邸，又有滕家老屋、三省堂、
敦崇堂、培心堂等徽派商宅，加之非遗剧目表演，
是文化旅游的首选地。 （吕富来 江淦泉）

乐平怪石林景区
上演旗袍秀

5月 20日，江西怪石林风景区举办“怪石林
花海·千人旗袍艺术节”活动，吸引了来自万
年、鹰潭、贵溪、余干、鄱阳等地的 1000 余名旗
袍爱好者参加。身着旗袍的佳丽们或漫步金
鸡菊花海，或依偎嶙峋怪石，优美的身姿与喀
斯特风光相映成趣，组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
卷，为游客呈现了一道人文和自然相互交融的
视觉盛宴。

位于乐平市众埠镇的怪石林景区是国家4A
级景区，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了千奇百怪、栩
栩如生的石林景观。近日，景区内的千亩金鸡
菊花盛开，形成了独特的石林花海奇观，游人漫
步其间，美不胜收。图为旗袍爱好者在怪石林
风景区走步留影。 （程万海 郎治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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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优质旅游 发现旅游好资源

长期以来，旅游保险在国内一直处于不温不火
的状态。大多数旅游者对旅游险缺乏了解，投保意
识薄弱并心存侥幸；同时旅行社人员对旅游险的知
识缺乏也影响了游客的购买热情。再加上旅游险
属于利薄的小险种，在众多保险种类中并不受重
视，保险公司推出的旅游险产品单一，缺乏推广的
力度，导致旅游险一直遇冷。

随着全民旅游时代的到来，选择出境游、自由
行、自驾游的人越来越多，购买旅游保险具有越来
越明显的必要性。在此背景下，在线旅游的蓬勃发
展为“互联网+旅游险”的营销模式提供了发展基
础，大数据和定制化为旅游险的发展提供了技术支
持，旅游险迎来“逆袭”。

近日，中国保险行业协会联合某财产保险有限
公司发布《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互联网旅游保险市场
研究报告》。报告显示，2017年，处于旅游、互联网
和保险三个风口的互联网旅游保险，从起步期迈入
了发展期。

报告显示，2017-2018 年，旅游出行保险总体
上呈上升趋势，酒店取消险、航班延误险等消费体
验更强的保险产品深受消费者青睐。

据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统计，2018年春节期间旅
游出行相关保险累计总保费1.93亿元，同期下降约

15%，但仍是2016年春节期间保费收入的150%，这
从侧面反映了旅游出行保险在这两年呈上涨态
势。同时，在消费者对旅游出行保险有更主动选择
权的大背景下，酒店取消险占比较大幅度上升，航
班延误险也成为消费者主动购买、占比上升的产品
之一。

根据报告，2017年度互联网旅游出行保险受旅
游淡旺季和出游天数、距离影响较大。首先，保费
规模受旅游淡旺季影响明显，其中 6-10 月旅游险
保费占全年旅游险总保费近50%。其次，受出游天
数和距离远近的影响较大。适配境内短期旅游（通
常为2-4天）和境外周边国家旅游（通常为6-8天）
或较远境外国家旅游（通常为欧洲和澳洲 13-14
天）的产品最受消费者青睐。

此外，旅游保险投（承）保时间点呈现一定规
律。一天中有3个投保高峰时段，分别出现在午休
前、下班前以及晚上睡前，有不少用户倾向于在工
作期间较为宽松的时间段投保。

报告建议，将旅游保险服务延伸到旅游产业
吃、住、行、游、购、娱各个环节，深化现有产品之间
的互补性，为游客提供全面保障，是未来旅游保险
市场发展的前进方向。

（李 易）

新 建 爬“长城”

溪霞怪石岭生态公园位于新建区溪霞镇，
距南昌城区25公里，占地4200余亩，集运动、休
闲、观光、娱乐、养生为一体。景区因怪石地貌
显著，被当地人称为“怪石岭”。主要景点有仿
八达岭长城而建的休闲农业观光长廊、以观赏
和攀岩为主的怪石部落、佛教文化旅游点仙姑
寺、浪漫的许愿林、孔雀园等。2015年被评为国
家4A级旅游景区，主打乡村休闲游。

依托怪石岭成熟的景区资源，溪霞镇仙里
新支村忘忧村民宿已对外开放，在该村，能看到
门前池塘鸭子排成队，能够遥望怪石岭“长城”；
初升的太阳与傍晚映红的天际，让来此游玩享
受慢生活的人们，看到时间慢下来。5月19日，
忘忧村民宿联合“蓝莓王子庄园”推出采摘游，
让乡村游的业态更为丰富。

○ 休闲线路
南昌市区——大塘汪山土库（清朝府第文

化）——溪霞怪石岭生态公园（健身登山、垂钓、
水上娱乐、餐饮）——忘忧村民宿（休闲、享受慢
时光）——蓝莓王子庄园（采摘）

安 义 看古村

安义旅游，避不开石鼻镇3个自然村聚集形
成的古建筑群落——安义古村群。其古民居建
筑规模宏大，文化内涵丰富，融风水星相、建筑
艺术于一体，集古代商贸、教育、文化于一处，是
赣文化和赣商文化结合的典范。

去安义古村的罗田村，一定要去看看那株
硕大繁茂的古樟树。古樟的历史，距今已有
1200余年，苍翠繁茂的枝叶，延绵不绝于眼前的
是葱茏与浩瀚。这棵古樟直径2.8米，需6个成
人拉手才能合围，是南昌地区迄今发现的最大
最古老的樟树。

青 石 板 、青 砖 黛 瓦 ，雕 刻 精 美 的 古 建
筑……京台村是一片恬静淡雅、悠然脱俗
的景色。

在水南村，片片带着泥土芳香的青草，也
将村落装点得别有情趣，二十余座明清古建
筑，在水南村一隅静静伫立。闭上眼冥想，鲜
花满地，草木葱茏，水南村于古朴中透出别样
的生命力。

○ 休闲线路
南昌市区——安义千年古村——安长线金

花带——东方港湾——南昌菜园（逛古村赏民
俗，享现代农业之美）

湾 里 住民宿

随着民宿业的红火，湾里也出现了越来越

多的民宿，旅行、摄影，或是单纯的情怀与喜欢，

都可以作为选择民宿游的理由，别具特色

的民宿，每一间似乎都有满满的故事在

里

面。选个周末或是随意的

日子去这些民宿住一

晚，在自己的城市就可

以找到旅行的感

觉……推荐几

个代表民宿：

阿陈草堂，位

于风景秀丽的梅岭

风景区，依山傍水，空气

优良。集餐饮、住宿、会议、娱乐于

一体，在这里可以进行烧烤、野战、户外拓展等

游玩项目。

林恩·茶研园，位于梅岭风景区（近竹海明

珠和七色花海景区），占地18.6亩，是集餐饮、住

宿、会议、茶会、茶叙和茶沙龙为一体的都市休

闲慢生活社区。

泊园茶村，是我省首家茶文化旅游综合体

项目，位于梅岭古镇风景区内，距城区25公里，
占地面积100余亩；这里是著名的避暑胜地，也
是中国古典音律和道教净明宗的发源地。泊园
茶村择址于此，以茶为媒融入现代生活，构筑茶
人之家，常年举办主题茶会、茶市赶集、文化交
流等茶事活动，构建集度假、研修、品茶、雅聚、
小憩的中国文人茶道空间，给文人雅士营造一
片放逐自己的天地。

○ 休闲线路
幸福水库——南山东篱篁菊——铜源峡——

南岭茶园——高路入云端——天净湖——樱花谷
——乌井农家乐（看山水之美，享古人闲适）

湾里——七色花海——明清古建筑园——
梅岭古镇——太平心街——神龙潭——梓木坑
农家乐

除了上述 3 个县区，南昌市还推出了“昌
南韵律：南昌市区——锦绣农庄、凤凰山庄(向

塘镇)——凤凰沟风景区、南昌植
物园、生态茶园(省蚕茶研究
所)——桐树下村、抚河万米
沙滩、十里荷塘、白虎岭、东

山门水库(黄马乡)——后
万古村、柏岗山园艺场

（三江）——南昌市区；鄱
湖观鸟：南昌市区——高
梧 陶 村 —— 国 鸿 、国 海
——鄱湖垂钓中心——

南矶 (新建区)——南昌市
区；江湖畅游：南昌扬帆农庄

（富山乡）——海湾农庄、懿康农庄(八
一乡)——曹雪芹祖籍故居地、芳溪湖农庄(武
阳镇)——水岚洲、魏家山庄、磊鑫生态园（塔城
乡）——西湖李家(进贤县)——南昌市区”等休
闲线路，这些线路“好吃、好玩”，休闲绿色，助
推了南昌乡村旅游的红火发展。

（本报记者 钟秋兰）

助力南昌 游

互联网旅游保险迈入发展提升期
旅行变更险受青睐

“绿树村边合，

青山郭外斜。”对于

南昌人来讲，周边县

区红红火火的各种

休闲农业生态旅游

点，构成了南昌市民

出 游 的 热 门 旅 游

地。在第七届南昌

休闲农业秀美乡村

活动月期间，该市推

出 22 条休闲农业精

品旅游线路，展现了

省会城市的乡村旅

游实力。

近日，遂川县入选中国茶乡旅游精品线路。
本次活动共有117条线路参与评选，专家从自

然景观、人文景观、游乐体验、硬件设施4方面综合
打分，最终共有 20条线路最终获选。

遂川县茶文化旅游资源丰富独特，自然环境优
美，人文底蕴深厚，红色内涵深厚，具有发展旅游产
业的良好条件。目前生态观光茶园已达到2万亩以
上，高山有机茶园在5万亩以上，为茶旅发展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并积极融入吉安市“三山一江”旅游开
发战略，增强产业竞争力，建设了以草林红色圩场、
县工农兵政府旧址、横石长征首发地为重点的“红色

经典之旅”；以热水洲温泉、汤湖温泉、狗牯脑茶叶基
地、南风面、千年鸟道、白水仙、桃源梯田、石坑、五斗
江国家湿地公园为重点的“绿色活力之旅”；以红塔
公园、资福禅寺、万福仙、鄢溪古村为重点的“古色人
文之旅”。

另外，遂川县绿色生态之旅线路由白水仙风景
区、衙前千亩白茶基地、衙前楠木群和新江石坑村
四个景点构成，景区内风景迷人，森林覆盖率高，
既有优美的山水瀑布、漂亮的白茶基地，又有蔚为
壮观的古楠木群落和年代久远的人文古迹，非常
适合夏季旅游。 （刘祖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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