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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山杜鹃山景区发现罕见水晶兰

前不久，游客在畅游井冈山杜鹃山景区时，在海拔 1200
米高的杜鹃山景区悬空栈道，发现一簇十分罕见的花——水
晶兰。水晶兰的花呈白色，肉质，单株，高10至30厘米，全株
无叶绿素，像水晶般透明，在幽暗处发出诱人的白色亮光。

水晶兰又名孟兰花、幽灵草，属鹿蹄草科植物，是多年生
草本腐生植物，无毒，茎直立，不分枝，全株无叶绿素，从不进
行光合作用，是靠腐烂的植物来获得养分。水晶兰通常生长
在海拔800到3200米阴冷潮湿的针叶林或针阔混交林之中，
十分罕见。当夜幕降临，水晶兰在幽暗中散发出诱人的白色
光亮，极富观赏价值。据专家介绍，井冈山杜鹃山森林蓊郁，
植被丰富，适宜水晶兰的生长。 （李锦玲 吴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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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宝李渡
春季封坛盛典走进横店

4 月 27 日，主题为“元梦春赏”的 2019 中国白
酒沉浸式体验高峰论坛暨国宝李渡春季封坛盛典
走进横店，开启了国宝李渡春季封坛盛典的重头
戏。

横店是集影视、旅游、度假、休闲、观光为一体
的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国宝李渡在这里举行春季
封坛大典，再次推进了其沉浸式体验的深度。在
横店秦王宫内，国宝李渡首开中国白酒“秦代春
祭”先河，实景还原了大型春季祭祀盛典，嘉宾身
着秦服置身其中，全程参与了国宝李渡的开窖仪
式、祭祀大典、封坛仪式、百人酒王争霸赛等活
动。据悉，李渡此番动作，旨在通过对标横店，吸
收横店在文化旅游和品质旅游方面的经验。一方
面，横店镇距离李渡镇地理位置近；另一方面，横
店在特色旅游小镇上的成绩比较突出。从《特色
小镇行业研究报告》每年披露的大数据看，在第一
批 64 个旅游发展型特色小镇中，横店影视城游客
总量和外地游客数量均列第一位。（记者 李芳芳）

泰 和
旅游商品荣获中国旅游商品大赛金奖

4月27日，从浙江义乌举行的2019年中国旅游
商品大赛上传来喜讯，泰和县选送的协泰彩印纸质
餐碟荣获最高奖金奖，全国仅10个。

据悉，此次大赛为国家文化和旅游部、浙江省人
民政府主办的中国国际旅游商品博览会的品牌活动
之一，共有来自全国各地选送的466套、3291件作品
进入现场评审，参赛作品为中国文化和地方特色的
书画艺术生活化创意旅游商品中的精品，具有品牌
性、地域性、市场性、创新性、实用性、工艺性、示范
性。协泰彩印西餐纸质餐碟作为可回收利用的环保
产品，美观实用，易于携带，富含民族文化元素，是一
款传播文化、传递旅游目的地信息的优秀商品，具有
旅游纪念性和绿色环保等特点。产品除国内定制
外，还远销北美、欧洲、大洋洲等国家。 （司马天民）

奉 新
旅游品质大提升

近年来，奉新县充分发挥得天独厚的生态文化
优势、独具特色的资源禀赋和日益优越的区位条
件，加快全域旅游发展，促进文化、生态和旅游深度
融合发展，提升旅游发展品质。今年1至3月，该县
接待游客138.2万人次，同比增长12.27%，旅游消费
总额11.3亿元，同比增长15.31%。

奉新利用生态、气候、环境、文化等健康养生资源
优势，大力发展“生态+”大健康产业。以九仙温泉为
龙头，打造全省知名的温泉健康养生养老示范基
地。以休闲农庄、特色民宿为载体，探索发展候鸟型
养老旅游服务模式。以旅游景区为依托，大力发展
自行车、攀登、漂流等户外运动。以康养体验为特
色，力促投资 60亿元的八仙飞瀑潭提升项目落地。
以百丈寺为基础，打造以佛教为特色、以禅修为纽
带，集禅修、养生、国学、休闲、度假等于一体的禅修
度假基地。以八大山人隐居地耕香寺为核心，加快
打造集佛教文化、艺术创作、养生养老、生态禅茶四
大板块于一体的文化产业园。 （李春花 金 星）

金 溪
茶旅融合醉游人

4月21日，游客在金溪县秀谷镇肖科村茶园体
验采茶乐趣。金溪县地处武夷山脉与鄱阳湖平原
过渡地带，县域内生态环境良好，茶叶是该县一大
传统优势产业。近年来，该县以茶促旅、以旅兴茶，
在全县 6个集中成片的大型茶园完善了游步道、骑
行道、观光台等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生态茶业与
生态旅游的良性互动。 （邓兴东）

南 昌
举办中国古代盔甲复原艺术沙龙展

4月26日，由中华服饰文化研究院主办的中国
古代盔甲复原艺术沙龙展及古代箭簇展在国家社
科普及教育基地江西服装学院中华服饰博物馆开
幕。此次活动大力弘扬和传承几近消失的中华民
族甲胄服饰文化，探索铠甲的传统之美和工匠精
神，跟随铠甲复原专家一起重回金戈铁马、沙场兵
戎，了解冷兵器时代战术与智慧。

博物馆现场展出了汉、唐、宋、明、清等时期的
中原铠甲、草原铠甲，每套铠甲都重达数十斤。其
中、西汉筒袖铠甲胄、宋代紫金凤翅兜鍪黄金锁子
甲、古银色长身柳叶型西藏挂甲等高度真实复原的
铠甲及数十枚古代箭簇等展品十分珍贵，均系国内
首次汇集展出。观众不仅能近距离观看抚摸，更有
学生模特亲身穿戴体验。 （赵子健）

江西日报特刊部重磅打造
江西日报新媒体微信公众号

11旅旅 游游■■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芳芳李芳芳 王王 崟崟 美美 编编 吴琳君吴琳君 邮邮 箱箱 394820986394820986@qq.com@qq.com
2019年4月30日 星期二 JIANGXI DAILYJIANGXI DAILY

立足生态塑品牌

近几年，袁州区顺势而为、因地制宜，依
托山、水、竹、茶、农、禅、硒等资源，陆续举办
了栀子花生态旅游节、百合花旅游节、荷花艺
术节、春耕大典、春季乡村旅游节等一系列精
彩纷呈的乡村旅游节庆活动，将单一观光游
转变为融观光、休闲、亲子、民俗、演艺、体验
于一体的复合型乡村旅游新业态，塑造以“四
季宜春、乡约袁州”为主题的“袁州乡村旅游
年”特色品牌。“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
范县”“中国百佳呼吸小城”“候鸟旅居小城”，
一个个“国”字头荣誉接踵而至。如今，乡村

旅游已经成为袁州旅游形象的一张亮丽名
片。通过举办乡村旅游节庆活动，不仅聚集
了人气，扩大了袁州旅游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也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提高了当地的经
济效益。2018年，全区乡村旅游接待游客人
数达200万人次，旅游收入达5.7亿元。

长远发展重规划

近些年，袁州区一批批农家乐、主题农
庄、生态有机精品观光农业等旅游新业态如
雨后春笋般涌现。为保障乡村旅游的持续健
康发展，袁州区高水平、高标准编制全区
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和“十三五”乡
村旅游发展规划，出台了《关
于加快袁州区乡村旅游发
展的实施意见》《乡村民
宿服务标准与评定方
法》，从发展规划、基础
设施、服务规范、品牌
创建等方面进行全方
位规范和指导。拟定
了东、西、南、北四个方
位地域性的总体策划，
东线以震山钓台、广利禅
寺、万亩花田、南华山、端午

龙舟为内容，开辟水上娱乐、
花海情感游线路；西线以袁
州園为中心，建设田园综
合体；南线依托明月山、
温汤小镇，以白马农庄、
月都花溪谷、禅农庄园、
湖冈台等为引爆点，建
设全域旅游示范镇；北
线联合洪塘、三阳等地，
开发庄溪洞、酌江洞、丰
顶山、月光寺、北坛古村、天
坑等地质人文、生态探奇游线
路。同时，成立了乡村旅游协

会，搭建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平
台、交流平台、招商平台和营销平台，

促进全区乡村旅游良性循环发
展。组建了首个全国县级乡村

旅游智库，为乡村旅游产业发
展献计献策。聘请了 15 名知
名旅游学者，为乡镇干部及
相关人员传授旅游专业知
识，储备旅游专业人才。

创新融合促升级

每至樱花盛开的季节，袁州区

现代农业示范园樱花大道
吸引大量游人驻足赏花、
拍照留念。袁州区用
经营景区的理念去管
理农业项目，实现农
旅融合发展，朝着“园
区变景区、田园变公
园、民房变民宿、劳动
变运动”的目标，着力
将园区打造成集烂漫山

水风光、风情田园人家、
时尚观光骑行和文化休闲

体验为一体的休闲观光度假
农业小镇。

近年来，袁州区坚持“农旅结合、产
村相融，一三互动、接二连三”的思路，出台
扶持政策，把发展乡村旅游与推动现代农
业、建设秀美乡村、保护农耕文化紧密结合
起来，打造多产互动和景区、社区、园区相融
合的复合型乡村旅游项目。为助力旅游产
业发展升级，袁州区还每年安排3000万元作
为旅游发展基金。在制度和机制的激励下，
涌现了白马农庄、禅农庄园、蓝玉蓝莓园等
一批乡村旅游品牌。目前，全区规模以上乡
村旅游点有133个，其中，国家级金牌农家乐
5 家、省 4A 级乡村旅游点 3 个、省 3A 级乡村
旅游点8个。

打造乡村旅游发展新模式
■ 汤福明 刘 萌 本报记者 李芳芳

袁州，位于江西省西部，是宜春

中心城区所在地，也是全国第一批

生态试点市（县、区），全区森林覆盖

率达 63.06%，具有迷人的原生态风

光和厚重的人文底蕴。

袁州区委书记鲁旭东表示，袁

州区将紧紧抓住江西省创建旅游强

省的政策机遇，立足长沙、南昌、武

汉中心区位及航空高铁的交通优

势，依托山水资源、打好生态品牌、

挖掘文化内涵，着眼于乡村旅游特

色化、规模化、品牌化，探索走出一

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乡村

旅游发展新路径，努力打造乡村旅

游的“袁州样本”。

“

”

旅游旅游观观察察

在上高县南港镇蒙山脚下，有一
块百余吨的天然弥陀石，它是圣济寺
筹建之初的基石，虽历经千余年日晒
雨淋，文字难以辨识，但依然难以阻挡
它述说着禅文南港昔日百庙缘起兴衰
的历史。

公元665年，79岁的道明禅师来到
蒙山，在弥陀石以南盖房建庙，公元
666 年寺庙主体工程基本完成。道明
禅师亲身经历过南北朝战乱，历经三
朝更换，目睹时局动荡带来的残忍杀
戮，对无辜死去的生命怀有悲悯之情，
因此以度困济厄作为立寺之本。自建
寺以来，全国各地达官贵人、商人、寻
常百姓都慕名来到蒙山，蒙山圣济寺
从此名声大振，南港也成了江南佛教
重镇。

受圣济寺道明禅师影响，蒙山的
寺庙越建越多，到唐朝贞观之治时期
达到鼎盛，蒙山成了百庙之山。北宋
宋英宗、清朝乾隆皇帝都曾到此，明朝
建文帝朱允炆在逃难时到圣济寺并留
下对联“佛自西域来如大冶洪炉是铁
皆堪铸，僧往东蒙驱似孤鸿野雁何天
不可飞”，他看到山势雄峻，就隐逸在
蒙山山脉九龙庙。当地人称蒙山南面
一处墓地为太子墓，嘉庆皇帝为寺书
匾“唐朝佛国”。圣济寺自唐初开创历
经宋元明清，期间多次遭毁而又重修，
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和大多数寺
庙一样，以木质结构为主的圣济寺被
彻底毁灭，只剩下几块残破的石碑、石
柱和石础。如今刻有“唐朝佛国”的碑
石保存在上高县博物馆，圣济寺的台
阶、石础、水缸、石门槛等石构件散落
在寺庙周边的村庄。

圣济寺把农耕与禅相结合，坚持
自给自足，在蒙山脚下耕种，在山上种
植禅茶，也叫蒙茶。如今南港镇大窝
里每年制作的禅茶供不应求，不仅得
益于蒙山独特的地理位置，更得益于
千年传承的制茶方法。在南港镇，“圣
济寺的钟、白石村的风”等关于南港禅
宗文化谚语流传千年，蒙山周边村民
茶余饭后也经常会谈论起当年蒙山百
庙的情景。

昔日的晨钟暮鼓已成往事，现在
的南港人对真、善、美
的追求，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却从未停止，
并将往日的辉煌注入
了新的元素，在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引
下，实现南港人人共
治共享的获得感、幸
福 感 和 安 全 感 。

（易奇勋 江 璐）

◎ 话题因何而起

话题起因是一对北京夫妻算了一笔账：去越南一人往返机票
是 1500元，同一时间往返广州最便宜的机票是 1900元。此外，在
越南住相当于国内四星级的民宿，3 天是 950 元，景点门票基本都
是10元，吃饭也很便宜。这样算下来，从北京出发去越南玩一趟居
然比去广州玩能省不少钱。

◎ 问题不在价格

事实果真如此吗？究竟是境外游好还是在国内游好呢？就这
个问题，大部分受访者都提到了两个词，“便捷度”和“性价比”。

“‘便捷度’和‘性价比’要结合多方因素综合考虑，单一维度比
较，对国内外旅游都不公平。”南昌一旅行社负责人表示，无论国内
外游，住宿、餐饮都有高低档，城市分热门冷门，景区也有淡季旺
季，无法一概而论。

一位民航从业人员介绍，机票受市场影响敏感，价格变化节奏
快。即使是同一航班同等舱位，票价都存在差异。在网友热议的
案例中，北京飞广州属于热门商务航线，需求大，基本不分淡旺季，
因此价格相对坚挺。而越南目前处于旅游淡季，机票价格自然下
浮，这两条航线间本来就没有可比性。

◎ 对比后才知道差距

“虽然旅游线路之间无法相互比较，但是网友的吐槽还是能说
明些问题。”市民王小姐是旅行发烧友，从大学开始接触自由行，不

到30岁足迹遍布国内外。由于是女生，她去的大部分地方都是热
门旅游目的地。她表示，在国内一些热门旅游目的地，尤其是两年
前，比如雪乡和三亚，针对游客的物价远远高于当地人的，作为游
客体验感很差。

“另外，国内的自然风光景区大部分也是要收费的，甚至有些
景区的玻璃栈道或是观景台还要二次收费。而在国外，自然风光
很少要门票。”王小姐告诉笔者，同样是盐湖，青海的茶卡盐湖要
门票，而且游客活动范围很小，而土耳其的图兹盐湖就不需要门
票。

此外，国外很多旅游小镇特色鲜明，都有当地人的特色集市，
卖的都是当地人自己做的手工艺品。而国内景区同质化严重，各
地古镇相隔很远，风俗习惯应该有所差异，可是旅游产品如今看上
去都千篇一律，毫无新意。王小姐无奈地说：“这些地方能够买到
的伴手礼纪念品大多像从义乌小商品市场批发来的。”

◎ 体验感最终影响游客选择

虽然被吐槽，但国内游具有时间可控、语言相通以及安全等诸
多关键优势。退休职工杨先生表示，无论是历史人文景观还是自
然风光，国内旅游胜地数不胜数。随着高铁、飞机和高速公路等交
通网络的完善，出游更方便；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旅游产品和服务
购买更加快捷。他和朋友们时间相对自由，经常三五成团来一场
说走就走的旅行。

杨先生传授的经验是，“无论国内外，都有流量大需要排队的
热门景区，只要大家遵守秩序，整体环境还是比较和谐。如果去旅
游城市，提前做好功课，找到当地人群居的场所消费，既能体验当
地生活，也能避免被‘宰’。”

业内人士建议，无论国内游还是出境游，出行之前一定要了解
景区的情况，熟悉当地应急救援联系方式，购买保险，防患于未
然。为保证舒适度和性价比，国内游应尽量避开法定节假日出行；
出境游最好选择团游，紧跟专业领队以策安全。 （欧阳远媛）

国内游 境外游VSVS
宗文化

绵延千年

明天就是“五一”假期了，准备出游的朋友选择了国内游还是境外游呢？近日，一

个有关“出国游比国内游便宜”的话题引发读者热议。专家认为，体验感将最终决定

游客选择。

怎么选才对怎么选才对

风景秀美的彬江风景秀美的彬江
镇英山村镇英山村 彭小榕彭小榕//摄摄

游客在南庙镇梅花游客在南庙镇梅花
村格桑花园拍照留影村格桑花园拍照留影
汤福明汤福明//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