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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值荷花绽放的季节，上高县泗溪镇满塘的荷
花已悄然盛开，姹紫嫣红，芳香四溢，“接天莲叶无
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景致，给炎炎夏日增添了
一抹亮色。 （欧阳文浩）

近年来，崇仁县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
农村环境卫生整治力度，加强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与
投入，涌现出一大批各具特色的秀美乡村、特色古
村、文明新村。图为该县航埠镇徐家村秀美风光吸
引画家前来写生。 （毛全发）

2020仰天峡西瓜漂流狂欢节于 6月 25日在奉
新县仰天峡漂流景区开幕。活动给游客带来一场
浪漫激情的夏日体验，开幕当天举办了端午节包
粽子比赛、抢鸭子大赛、抱着西瓜去漂流、“疯狂
水枪阵”等系列主题活动，吸引了众多游客参与
互动。 （花用伟）

“随心飞”
更适合时间灵活用户

6月 27 日和 28 日，东航“随心飞”产品迎来首
个使用周末，第一波尝鲜旅客成功兑换超过 6.5万
张机票。华夏航空紧随其后，近日推出 2999 元的
全国无限次飞行套餐。航司花式自救新举措引来
旅客热捧的同时，也迅速“回血”部分现金流。

据了解，“周末随心飞”产品 6月 18日上线，旅
客支付 3322元就可以在今年年底前无限次兑换每
周末的东航国内航班。“看起来产品十分诱人，仔
细阅读使用规则，使用起来其实并不‘随心’。”有
用户留意到，使用说明中规定兑换航班后不得签
转，不得改期，退票需至少提前 4 天（含）以上，如
发生 3 次订座兑换后未乘坐，且未在规定时间内
办理退票，所购“随心飞”将自动作废。在微博、知
乎等平台，网友对该产品的评价褒贬不一，多数人
的吐槽集中在使用条件限制上。有民航业内人士
称，产品并不是对所有人都划算，更适合时间灵活
的用户。 （潘福达）

端午节
110 亿元的分期旅游额度被谁花了？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小长假三天，
全国累计实现国内旅游收入122.8亿元。而来自携程
金融的数据显示，端午假期有超过400万用户成功提
高了临时旅游消费额度，提额总额超过110亿元。

携程金融发布《端午小长假旅游分期报告》数
据显示，60%的分期都集中在机票订单上，除了机
票，今年端午小长假，酒店分期订单的占比为20%，
而火车票分期订单的占比为10%。具体来看，机票
方面头等舱和公务舱的用户更爱分期；而在酒店订
单中，预订高星酒店的用户更喜欢使用分期。

报告显示，今年端午小长假，旅游分期用户最多
的城市是上海、北京、广州、重庆、成都、天津、武汉、沈
阳、哈尔滨、南京、盐城。从男女比例上来看，分期的
人群男性用户占比为52%，女性用户占比为48%。报
告还分析了分期人群的年龄分层，“90后”“00后”成
为旅游出行主力，这一点从分期报告中也能体现。值
得注意的是，“60后”对分期旅行相对保守，但从他
们分期的总金额来看，增速仅次于“95后”，这意味
着越来越多人对旅游分期持开放的态度。（林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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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
（草案）》（以下简称《草案》）公开向社会征求意
见。《草案》包括总则、产业发展、人才支撑、文化
传承、生态保护、组织建设、城乡融合、扶持措
施、监督检查、法律责任、附则共计 11章。其中，
对乡村振兴中如何发展文化和旅游等做出明确
规定。

在产业发展方面，《草案》提出，国家支持特
色农产品优势区、现代农业园区、农业科技园
区、农村创业园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
乡村旅游重点村等的建设。各级人民政府应当
支持特色农业、休闲农业、现代农产品加工业、
乡村手工业、绿色建材、乡村旅游、康养和乡村
物流、电子商务等乡村产业的发展。国家支持
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以及涉农企业、电商
企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农业经营主体以多种
方式与农民建立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让农民
共享全产业链增值收益。

在人才支撑方面，《草案》提出，各级人民政
府应当鼓励培育乡村文化骨干力量，加强乡村
文化人才队伍建设。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
施培养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高素
质农民和农村实用人才。

在文化传承方面，《草案》提出，各级人民政
府应当健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完善乡村
公共文化体育设施网络和服务运行机制，鼓励
开展形式多样的农民群众性文化体育、节日民
俗等活动，充分利用广播电视和视听网络，拓展
乡村文化服务渠道，丰富乡村文化生活。各级
人民政府应当支持农业农村农民题材文艺创
作，鼓励制作反映农民生产生活和乡村振兴实
践的优秀文艺作品。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
施保护、传承和发展农业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弘扬传统建造智慧，保护历史文化名镇名
村、传统村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整体性保护农村文化
生态，挖掘优秀农耕文化的深厚内涵，发挥其在凝聚人
心、教化群众、淳化民风中的重要作用。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应当坚持规划引导、典型示范，有计划地建设特色
鲜明、优势突出的农耕文化展示区、文化产业特色村落，
发展乡村特色文化产业，推动乡村地区传统工艺振兴，积
极推动智慧广电乡村建设，积极有序发展乡村旅游、乡
村体育产业，活跃繁荣农村文化市场。

在城乡融合方面，《草案》提出，国家鼓励工商资本到乡
村发展与农民利益联结型项目，鼓励城市居民到乡村旅游、
休闲度假、养生养老等，但不得破坏乡村生态环境，不得损
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的合法权益。 （李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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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好风景
新干黎山景区，因秀美的风光被世人誉为“小庐

山”，还被宋高宗赐予了“庐山真面”的古石匾。庐山有
山峰、瀑布、云雾、怪石四奇。而黎山也有这四奇，境内
层峦叠嶂，林海波涛、飞瀑直泻，阴雨天山中云雾缭
绕，如临仙境。更为奇特的是山顶还有南方罕见的

“倒石碓”地貌奇观，是生态旅游、休闲度假、夏日避暑
的理想之地。目前，黎山景区正在进行提升工程，36
号风机口正在修建停车场、旅游公厕，游步道也已铺设
到玉华山顶。

山下，黎山林场下辖的长乐庵风景区内古木参天，
溪涧纵横，奇花异草争奇斗艳，浣花溪游步道配合栈桥
指引人们探幽寻美。林场负责人介绍，有石碑为证，这
里曾经有个长乐庵，相传与唐朝长乐公主李丽有关。黎
山林场顺应全域旅游趋势，推进林旅结合，融合历史人
文，将长乐庵风景区熔铸出更具历史文化底蕴与厚度的
风景。目前，景区内已有黎山龙井、楠木、香榧、毛竹等
特色产业园。黎山林场正以原生态风貌为依托，将林业
发展与生态旅游相结合，着力打造集观光休闲、中草药
材、茶叶花果、林下养殖为一体的生态旅游景区。截至
目前，该场已编制完成了生态旅游发展规划，前期工作
也已相继展开。

如何做大、做强、做优黎山的旅游文化产业，是所在
地政府及部门积极探索的方向。下一步，该县将依托桃
溪乡黎山村、七琴镇燥石村、麦 镇上寨村山水资源，逐

步开发登山健身、山地运动、户外拓展等体育项目。据
该县旅游部门负责人介绍，眼下，该县正积极争取资金，
提升改造燥石村、黎山村、上寨村等部分通景道路，消除
安全隐患；同时，大力开展旅游招商，逐步完善景区停车
场、游服中心、标识标牌等旅游基础配套设施。

打好“乡村”牌
黎山村、燥石村、上寨村是新干保存较为完好的古

村落，也是远近闻名的“网红打卡地”。村内不仅风景秀
美，空气清新，还有大量保存完整、特色鲜明的传统建
筑。青瓦石屋、牌楼林立以麻石巷道相连，古井、古溪、
古池塘点缀其中，村落历史人文与自然生态和谐相融，
独具田园风光。海拔 500 至 600 米的地理位置让它们成
为避暑胜地，每到夏季前来避暑的游客络绎不绝。

突出特色，加快乡村旅游发展，是新干县文旅产业重
点工作。该县要求每个乡镇按照省 3A 级乡村旅游点标
准打造一个乡村旅游点。各乡镇高度重视，结合美丽乡
村建设，积极在乡村旅游点中融入旅游元素和地方特
色，打造了一批特色鲜明、风格迥异的乡村旅游点。其
中荷浦乡莒洲岛、城上乡竹溪清荷鱼趣园、黎山林场长
乐庵、桃溪乡南坑村、溧江镇橘康园、洋峰街道办熊家
岭、麦 镇芦坑知青之家、三湖镇红橘园、沂江乡九九湾
兵法园等成功创建省 3A级乡村旅游点。

对照景区景点建设标准和市场需求，针对部分乡村
旅游点存在基础设施不全旅游业态不丰富、亮点特色不

明显等问题，该县将选择条件好、资源优的乡村旅游点，
由县里统一编制精品乡村旅游点专项规划。

串联好资源
日前，新干县海木源景区升为国家 4A 级旅游景

区。在这里，民俗村的土房民宿，推窗就能看见青山飞
鸟；这里的河道漂流全程有竹林蔽日；还有曾经连接峡
江、新干两地繁华的新峡古道曲径通幽。这个融自然生
态和人文研学为一体的旅游景区越来越受到游客青睐。

为提升和完善海木源景区旅游基础设施，推进景区
内温泉度假山庄建设，拓宽海木源景区旅游业态，新干县
还将着力加快海木源休闲度假区建设，将其打造成“春赏
花、夏戏水、秋采果、冬泡泉”四季有景、季季可游的综合
旅游景区。

立足当地的人文特色和资源禀赋，新干县将按照
“高品质”和“接地气”相结合的理念，聘请国内高水平的
技术团队编制和完善新干县全域旅游发展总体规划，整
合新干县山、水、文化等旅游资源，通过全要素、全产业、
全时空、全方位的融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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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开全域旅
游发展格局。同时，该县将着力加快城乡线路网建设，
加强高铁新区与景区、景点的互联互通，完善乡村旅游
风光带道路网架, 争创全域旅游示范县，让更多农房变
客房，山区变景区。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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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文旅产业指数实验室发
布 2020 年 5 月全国城市夜游人气
指数TOP10榜单，分别为上海、广
州、杭州、成都、西安、长沙、南京、
重庆、深圳、天津。从公布的榜单
中看出，南方城市的夜游发展水
平远高于北方城市。

据悉，城市夜游人气指数由 4
个一级指标和 18 个二级指标构
成，4 个一级指标分别为夜游资
源、夜游管理、夜游传播和夜游品
牌。夜游资源是指城市街区夜
游、景区夜游、演艺类夜游和特定
夜游项目的数量和质量，夜游管
理则包括发展夜游经济的政策、
城市夜游规划、交通等基础设施
和旅游市场秩序等。

上榜的城市中，成都“夜间经
济”氛围浓厚，多项指标位于全国
前列。其中成都以 2294家酒吧数
量超越上海，位居全国首位。《成
都中心城区景观照明专项规划》
中，对中心城区区域及“东进”区
域的景观照明进行了分区规划，
旨在展示成都特色夜景。此外，
成都还开行了 14 条夜间公交路
线，推出了地铁、商场节假日延时
服务。在一系列政策的刺激下，
成都“夜经济”蓬勃发展，不仅在
各个区域都有点状的商业分布，
还能通过天府绿道等城市交通系
统串街成片，展现丰富、生动的城
市景象。

而另具夜游特色的上海，围绕
“国际范”“上海味”“时尚潮”三个
方面，打造一批夜生活集聚区，推
动上海“晚 7 点至次日 6 点”夜间
经济的繁荣发展，打造“海派夜经
济”。通过借鉴国际经验，上海建

立了“夜间区长”和“夜生活首席
执行官”制度，由各区分管区长和
具有夜间经济相关行业管理经验
的人员分别担任，打造出一批地
标性夜生活集聚区，实现了夜间
经济的规模效应。

古都西安的夜游则更具历史
文化氛围，过去几年，西安重点培
育夜间观光游憩、文化休闲、演艺
体验、特色餐饮、购物娱乐五大夜
游经济产业，在打造西安都市夜
游商贸圈、建设特色风情街、推动
重点景区打造夜间内容产品等方
面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绩。今
年，西安的“长安夜·我的夜”——
千年古都·常来长安夜游嘉年华
系列活动 6 月 13 日夜间开始持续
到 8 月底，共涵盖“长安夜有礼”

“长安夜有味”“长安夜有景”“长
安夜有情”“长安夜有料”“长安夜
有才”等六大主题 86项精彩活动，

推出了风味、风景、风采、风雅、风
趣、风情长安六大系列 28 项夜间
消费业态及西安十大夜游板块，
全面激发文化旅游新消费、新动
能、新活力，打造古都最热最炫的

“夜游经济”。
夜间旅游是夜间经济中一种

重要的消费形式，更是文化和旅
游行业的需求新潜力和供给新动
能。相对于白天在景区游玩，夜
晚的观光休闲活动能延长旅游消
费时间，扩展消费项目，并给游客
带来与白天不同的旅游体验。夜
游经济在自成消费内容创造价值
的同时，将美食业、特产业、娱乐
业、工艺品业、住宿业、零售业等
不同的销售业态进行整合，不仅
延展了城市经济消费的时间与空
间，更展示了人们全新的生活状
态，给游客带来了全新的体验。

（伍 策 尚 槿）

5月全国城市夜游人气指数

在玉华山之巅露营，与银河为伴、云海为邻；

在黎山村酿一坛土烧酒、炸一篮油豆腐，体验“李

子柒式”的田园生活；在海木源风景区脚踩百年

石块，穿越新峡古道；在大洋洲商代青铜博物馆，

跨越千年，感受远古图景……这里是豫章十八古

县之一的新干县，素有“橘乡、粮仓、林海、盐田、药

邑、青铜王国”之美誉，这里有美酒、美食、美景，还

有故事。

近年来，新干县以全域旅游发展为指导，依

托“红、古、绿”旅游资源，突出山、水、文化旅游特

色，树立“旅游+”理念，不断加大旅游投入，狠抓旅

游设施建设，旅游产业呈现加速发展的良好态势。

新干
盘活旅游资源 让愿景变胜景

南昌紫荆夜市南昌紫荆夜市 征征 图图摄摄

黎山景区黎山景区

长乐庵风景区长乐庵风景区

海木源民宿海木源民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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