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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旅都市方舟
商业综合体项目动工

5月30日上午，江旅都市方舟商业综合
体暨南昌轨道交通 4号线人民公园站项目
开工典礼在青山湖宾馆原址举行，标志着江
旅都市方舟综合体项目正式破土动工。

江旅都市方舟商业综合体项目为原青
山湖宾馆改造项目，是省政府注资江旅集
团后的第一个重资产盘活项目，也是江旅
集团第一个城市休闲消费综合体项目。该
项目将引用多元化科技、生态、文化元素，
打造成集时尚购物、文化餐饮、城市潜水体
验、科技休闲娱乐、高档公寓为一体的“吃、
喝、玩、乐、游、养、购”区域标杆综合性城市
微旅游目的地。南昌轨道交通 4号线人民
公园站位于江旅都市方舟商业综合体开发
地块内，与商业无缝接驳。项目预计在
2020年底正式对外营业。 （钟秋兰）

新宜吉六县景区
抱团优惠

5 月 28 日，首届新宜吉六县跨行政区
转型合作会议在新余召开，新宜吉“联盟”
正式亮相。

会议决定，自 6 月 1 日起，三市六县主
要旅游景区向试验区居民减免门票：新余
仙女湖景区（国家级 4Ａ景区）景区门票
120 元/人，优惠后免费；新余凯光新天地
旅游度假区（省 5Ａ乡村旅游点），原价 80
元/人，减免优惠后 30 元/人；分宜县中国
洞都旅游区（国家级 4Ａ景区），门票原价
150元/人，减免优惠后 75元/人；渝水区下
保村、罗坊会议纪念馆继续免费；新干县
海木源景区漂流门票 198元/人，减免优惠
后 100 元/人；峡江县玉笥山景区，减免优
惠后门票免费……新余市的分宜县、渝水
区、仙女湖区，宜春市的樟树市、上高县，
吉安市的新干县、峡江县辖区内居民，自 6
月 1 日起，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到参与门
票减免优惠活动的景区游览，都可享受减
免优惠政策。 （杜建群）

南昌金融集团与维珍天使
达成战略合作关系

5月30日，南昌金融投资集团与维珍天
使集团签署了合作文书，达成战略合作关系。

据悉，南昌金融投资集团是江西省金
融办与南昌市政府批准设立的多金融牌
照的混合所有制投资集团，以金融及类金
融投资、产融投资、资本市场投资为主要
板块；维珍天使集团总部落户于南昌，作
为一家商业综合运营服务商，以国际酒
店、精品酒店、ＫＴＶ、民宿、长租公寓、国
际青旅、城市会客厅等为主营业态。维珍
天使集团以“1+1+Ｎ”多方受益平台模式
为经营目标，经过几年的沉淀与发展，实
现了与金融、地产的战略合作共赢。南昌
金融投资集团投资入股是维珍天使集团
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里程碑。未来三年内，
维珍天使集团计划在全国建设垂直式商
业综合体 30 家、主题精品酒店 100 家，从
而建设成为江西知名、全国有影响力的商
业管理集团公司。 （秋 天）

学“非遗”庆“六一”

6 月 1 日，吉安县吉州窑举办少儿陶
瓷创作大赛，200 多名学生来到吉州窑，
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吉州窑陶瓷烧制技艺零距离、面对面，
感受传统文化魅力。图为孩子们在学
习彩绘。 （胡 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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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牛奶”的西瓜

千亩的果蔬种植基地内，土地平旷，整齐的菜
畦种植着各色蔬菜、瓜果，有的村民在给地里浇水、
施有机肥，有的在忙着采摘成熟的西红柿、西瓜、茄
子等时鲜果蔬，有的在给产品包装、外运，一派繁忙
的景象。基地主人侯雪娇正指挥工人给刚成熟的
西瓜贴二维码，准备运往南昌。她熟练地切开一个
西瓜，如数家珍地介绍：“我这个西瓜是喝牛奶长大
的！你看，果肉是粉红而不是深红，水分充足，口味
甜度适中，还有淡淡的牛奶香味。”

原来，为了确保种植的品质，侯雪娇与江西农
业大学合作，每年的种植品种计划、种子肥料
选择、技术规程实施等，全部由农大专家
指导、把关。在肥料上，不施化肥，而
是用鸡粪、菜子饼做底肥，还定期
到商场收购临期的牛奶，作为叶
面肥喷洒作物。

江西农业大学还经常派出
博导来基地授课，手把手教村
民怎么种植果蔬，给他们讲农
业知识。村民不仅知道怎么
种养，还能对每一种果蔬种植、
成长、功效等都说出个子丑寅
卯来。

可以“玩”的基地

基地外围，犹如一个儿童乐园。布置的
滑梯、摇摇车、玩具铲车、水上玩具……让来园的孩
子们尖声呼叫，惊喜连连。

发展农业观光旅游，也是侯雪娇的初衷。“我在
种植基地打造第二课堂，引领孩子参观农业生产过
程，让他们懂得粮食、蔬果是怎么种出来，懂得农业
种植工作的艰辛，从而善待劳动人民、善待土地、珍
惜粮食。”

“每到周末，都有本县和周边各县的中小学、幼
儿园学生或者家长自发组织小朋友来参观、游玩，
非常热闹。”在基地帮忙管理的黎师傅介绍。

基地还种植了孩子们非常喜欢的七彩西红柿、

水果甜辣椒、板栗南瓜等，让果蔬采摘充满乐趣和
享受。不少家庭还把亲手采摘的农产品交给农场
厨房现场烧好，品尝自己的劳动成果。

为促进产品变商品、风景变“钱”景，在往年举办
甘蔗节、蔬菜采摘节的基础上，该基地今年还准备举
办西瓜节，观光、竞技、体验、娱乐、购物、民俗展示等
结合，让农业“洋气”起来、丰富起来、好玩起来。

做有情怀的农业

这些年来，侯雪娇带领 40 余户贫困户和 400 余
名村民，在姚家乡、岑阳镇等地种植了 1200 亩的西

瓜、甜瓜、甘蔗等大棚有机果蔬，带动了
村民就业增收。她的基地年收益过

千万元，其中支付村民工资就达
400多万元。

50岁的村民胡长海早年
离异，带着女儿进城以骑人
力三轮车载客为生。县里
取缔客运三轮车后，胡长
海失业，侯雪娇请他来基
地做保安兼做一些杂活，
每月能领到 2000 多元工
资。去年他女儿考进了上
饶市一所重点中学，侯雪娇

又主动提出承担她到大学毕
业的学费；村民黄七仔夫妻在

侯雪娇的种植基地工作，年收入
达到五、六万元，去年盖起了新房；侯

雪娇每年组织员工出去旅游长见识；连续两
年高考前夕，她每天免费给贫困家庭高考生供应营
养早餐，一杯牛奶、一个鸡蛋，让孩子们感受到别样
的温暖……

去年年底，侯雪娇参加了由全国妇联妇女发展
部主办的“全国巾帼脱贫示范基地”负责人培训班。
她说，要将学到的知识用于农业实践，将基地做得更
大，带动更多的人享受到现代农业带来的幸福。

正是这样的情怀，让姚家乡聂家村岑山果蔬种
植基地变得富有人情味，也让这里的乡村旅游变得
生动而色彩斑斓起来。

（本报记者 钟秋兰 通讯员 刘向东）

在横峰县，乡村旅游风生水起，这里有一个果蔬种植基地——姚家

乡聂家村岑山生态农业合作社，正在打造一个不一样的“农业+”种植园，

基地主人侯雪娇正用不一样的思维，让这里的农产品变得有趣而好玩。

一个村庄记载一段历史，一个人，又让这个村庄鲜活起来。
南昌市青云谱区朱姑桥梅村，古风遗韵，民俗犹存，8幢明末清初的

古建筑犹在，见证了梅氏一族的开枝散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大法
官梅汝璈先生，出生及少年时期均生活在此村，现该村还保留着梅汝璈
先生的故居，使得朱姑桥梅村成为一处极具开发价值的宝贵人文景观
资源。

朱姑桥梅村占地约 600 余亩，历经沧桑保留至今的明末清初古建
筑有 8幢，总占地面积约 30余亩，呈一字形排开，其中 5幢古建筑为四
进或五进的深宅大屋，外表框架保存较完好，残存少量石雕、木雕，图案
精美，别具一格。

该村历史人物辈出，梅福即梅氏始祖，为西汉南昌尉，又称仙尉。
因其一小史身份，不畏权贵，三次上疏，高风亮节，令世人钦佩并流传后
世，后弃官隐居传说得道成仙。

朱姑桥梅村前身为“石马梅村”，明亡清初，朱耷在古梅仙祠址扩建
青云谱道院隐居，其姐在青云谱西三四里之遥的唐邺院修道，朱道姑常
经村西北麻石桥探弟，当地村民称该桥为朱姑桥，村名也因此改为朱姑
桥梅村。

走进村口，有一个半月型的水塘，水塘名为寿春塘，又名太平塘；塘
前有一条麻石路，当地村民称其为官马大道，路口立有一牌坊，名为石
门居古驿道牌坊。麻石、水塘、门楼，在200多年历史的风尘中，见证了

梅村的光阴与村民的细碎生活。

推 荐 梅汝璈故居

梅汝璈，中国法学家，字亚轩，南昌朱姑桥梅村人。
1946—1948 年，梅汝璈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
庭法官，参与了对20世纪30——40年代发生于亚洲和
太平洋地区的大规模侵略战争负有主要责任的日本
战争罪犯的审判工作。在历时两年半开庭818次的漫

长过程中，梅先生始终坚持法律原则，有理有节，在“法
官席位之争”“起草判决书”和“坚持死刑处罚”等关键时
刻维护了祖国的尊严和人民的利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
赞赏与尊重，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梅汝璈故居始建于1856年，建筑本体为青砖构筑，
共两层，门窗上刻有清朝年间的花纹刻。内部结构为
“三井加两院”，即前院、前井厅、中井厅、后井厅、后

院。2011年底，青云谱区对梅汝璈故居进行了加固
修复，目前梅汝璈故居是全国法院法治文化教育
基地、江西省法官教育基地、江西省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南昌市文物保护单位、南昌市青少年法治教
育基地、南昌市档案教育基地等。

（本报记者 钟秋兰）

不一样的农业+旅游横
峰

“六一”儿童节刚过，暑期临近，不少家长
开始为孩子安排出游行程。从各大旅游企业
的预订情况看，亲子游已成近一阶段出行的
主流。

近年来，随着80后、90后晋升为新生代父
母，他们更重视亲子关系和对孩子的教育，尤
其是通过旅游方式的综合教育，会利用尽可
能多的机会带孩子踏上旅程。

据悉，携程对近千名用户进行的一项调
研显示，出游意愿方面，96%的受访者表示愿

意参与亲子旅游；出游次数方面，65.2%受访
者表示会带孩子出行两次，28%受访者将安排
3至4次出行。

驴妈妈旅游网《2018 年亲子游消费报
告》显示，2018 年 1-4 月，亲子游出游人次相
比去年增长近 1.6 倍，越来越多的家长愿意
带上孩子外出旅游度假。出游人群中，正值
生育高峰期的 80 后人群已然成为当前亲子
游市场的主力军，其中，上海、北京、广州、深
圳、杭州等城市的家长最热衷亲子出游，南
京、长春、成都、武汉、宁波等城市的家庭亲
子出游增速较快，“带娃出游”已成为旅游市
场上的主流消费趋势。

面对亲子游这个
蓝海，国内旅游企业纷
纷盯上了这块大蛋糕，
推出了种类繁多的亲
子游产品。虽然市面

上亲子游产品五花八门，但产品同质化严重
饱受诟病。

“一些旅游机构把凡是有涉及适合孩子游
玩的常规线路，都贴上亲子游的标签，并未针
对亲子群体进行产品设计与服务创新，价格却
高出许多。还有很多产品不见亲子项目，只以
观光为主，缺乏亲子特色。”北京联合大学在
线旅游研究中心相关负责人如是说。

近日，某旅游社发布“2018暑假家庭旅游
出游清单”显示的家庭旅游十大出游痛点中，
就包括了亲子游中旅游产品雷同率高，缺失
唯一性，降低了单次旅游的体验品质。该旅
行社负责人表示，家长的“痛点”之一，是目前
亲子游缺少唯一性，同质化严重。一些旅游
产品虽然披着“亲子游”的外衣，但只是“普通
旅游产品+主题乐园”形式，仅能满足日常游
玩的需求，实际缺乏亲子互动性。同时亲子
旅游产品模式雷同，套路一致，缺乏创新，令

家长与孩子的旅游体验差。
据介绍，二孩政策全面放开之后，二孩家

庭出游数量增多，但许多景区的亲子套票和
酒店的“亲子房”，还是参照原来“两大一小”
的标准设计，让很多家庭遇到出游尴尬。另
外，如何选到两个孩子都适合的目的地和出
游方式，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事实上，国家相关部门并没有出台专门
针对亲子游的产品标准，更多的是旅游企业
依靠自身对亲子游的定位来制定服务标准，
这就造成了亲子游产品的良莠不齐。

面对这些市场“痛点”，旅游专家建议：
“我们看到消费者会越来越关注安全、品质和
体验。未来，亲子旅游会越来越多的和文化、
科技、教育、避暑、冰雪等新需求、新业态融合
发展。希望旅游企业能够做出更多创新，满
足消费者对亲子旅游、品质旅游的需求。”

（（全全 杰杰 余映仪余映仪））

亲子游市场需求大 但产品雷同率高

近年来，新干县大力进行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各地极富特色的农
家乐景点呈现出景美、水清、地净的喜人景象，吸引了一批批游客来此
观光游玩、休闲度假。图为游客正在新干县神政桥乡明月山庄的城坑
水库划船赏景。 （李福孙 彭 锐）

乡村旅游受青睐

朱姑朱姑桥梅村桥梅村
闹市深闹市深处的历史光阴处的历史光阴

关注优质旅游 发现旅游好资源

泰和打造文化旅游生态岛
日前，泰和县投资 10 亿元建设的蜀口文化旅游

生态岛已完成核心区历史风貌修复，环岛路建设正在
紧张施工中。

据悉，该县按照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的标准对蜀
口生态岛进行打造，建设蜀口洲入口服务区、蜀江古
村文化旅游区、蜀江丽乡慢村旅游区、中洲休闲旅游
度假区、马家洲红色旅游区等多个功能区，致力将其
建成生态环境优美、人文气息浓厚、旅游特色鲜明、宜
业宜居宜游的区域性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和江西省
一流的文化旅游生态岛。该项目被列入 2018年江西
省大中型建设项目，成为吉安市首个 PPP 落地项目。
近年来，该县瞄准建设江西省一流文化旅游生态岛的
目标，全力打造以生态观光为基础，以红色旅游、文化
体验、休闲度假为主体，兼具商务会议、健康养生、节
庆旅游、乡村体验、旅游购物、生态宜居等多种旅游功
能的国际慢城旅游特色小镇。 （司马天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