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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栗
桐木镇绘就秀美乡村新画卷

黝黑的沥青路，红色的坡屋顶，暖黄的墙面，干
净的庭院，成排的蔬菜大棚……寒冬时节，走进上栗
县桐木镇洪东村葛家州，一幕幕秀美的乡村风景映
入眼帘。

洪东村的变化是桐木镇农村人居环境改善的一
个缩影。近年来，该镇坚持以脱贫攻坚工作为目标，
持续加大农村路网建设投入，综合治理中小河流，大
力实施农村“五改”，全面开展“四拆四清”专项整治
行动，精心打造“整洁美丽、和谐宜居”新农村，实行
农村垃圾市场化收集转运处理，加快发展高效生态
现代农业，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据了解，2016年以来，桐木镇累计投入6.35亿元
新建或提升改造乡道以上公路；用心打造栗水河桐
木段、黄图河等沿河乡村振兴风光带；投入 6200 余
万元建设荆坪莲花池、楚山茅坪、小埠姚家大屋、洪
东葛家州等一批秀美乡村。 （欧阳林）

遂 川
荣获“2020中国候鸟旅养小城”称号

日前，2020博鳌国际候鸟旅养论坛暨中国候鸟
旅养小城颁奖礼举行，江西遂川县以“巍巍井冈·千
年鸟道”荣获“中国候鸟旅养小城”称号，被评为中国
候鸟旅养小城百佳榜全国观鸟绝胜地四佳，开启候
鸟旅养小城共建共享之旅。

中国候鸟旅养小城，又称“候鸟旅居县”，简称
“候鸟小城”。遂川县是我国3条鸟类南北迁徙大通
道中的中部通道，也是国家区划的罗霄山国家森林
步道中最具特色的地段之一。这一区域森林植被茂
盛，森林覆盖率达78.79%，生物多样性丰富。此次获
评将更好地弘扬“原乡梦、慢生活、大健康”的生态文
明发展理念，助力老少边远山区引进“候鸟旅养+”
绿色发展模式脱贫致富。 （李建平）

近近年来年来，，南丰县利用独特区位优势和良好南丰县利用独特区位优势和良好
农业基础农业基础，，不断探索不断探索““旅游旅游 ++ 农业农业””模式模式，，推动推动
农业农业、、旅游业融合发展旅游业融合发展。。图为图为在南丰县市山镇在南丰县市山镇
包 坊 村 生 态 果 蔬 种 植 基 地包 坊 村 生 态 果 蔬 种 植 基 地 ，，游 客 在 采 摘 新 鲜游 客 在 采 摘 新 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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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近年来，，萍乡市安源区萍乡市安源区，，采用采用““公司公司++合作社合作社++
贫困户就业贫困户就业””模式模式，，积极打造现代农业园积极打造现代农业园，，发展采发展采
摘游摘游、、徒步游徒步游。。图为图为游客游客在青山镇大城农业东方在青山镇大城农业东方
红柑橘基地采摘柑橘红柑橘基地采摘柑橘。。 彭清华摄

景德镇
获2020旅游年度榜单

近日，《2020第五届中国国家旅游年度榜单》揭
晓，景德镇荣获“2020中国国家旅游年度臻选研学旅
游目的地”。

作为千年历史文化积淀的世界瓷都，景德镇有
着深厚的陶瓷文化研学资源。景德镇陶瓷是中华
民族重要的历史记忆和民族符号，是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代表。景德镇至今仍保留着国内外最丰富、
最独特的陶瓷文化遗存和独树一帜的手工制瓷工
艺生产体系，无论是御窑厂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古
窑民俗博览区、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还是陶溪
川文化创意街区，都能够为研学活动的开展提供丰
富资源。 （中 旅）

浮 梁
振兴茶产业十条推动茶旅融合

为着力推动“茶旅”互动互进，突显“越千年浮
梁，敬古韵茶都”主题，实现产业复兴，1月8日，浮梁
县人民政府发布《浮梁县振兴茶产业十条激励措施
行动方案》，围绕“茶园开发、茶园升级改造、基地认
证、茶叶加工、外贸出口、品牌宣传、线上销售、浮梁
茶专营店补、科技创新、茶旅融合”共十个方面提出
了相关激励政策。 （冯丽娟）

近期，文化和旅游部集中公布了一批
国家级旅游品牌名单，标志着我国多层次
旅游产品体系建设进一步完善。“国字号”
旅游产品体系量质齐升、结构优化，更好
契合了大众旅游日益多元化和提质升级的
需求。

文化和旅游部日前公布新一批 15 家国
家级旅游度假区，上饶市三清山金沙旅游

度假区榜上有名。加上之前的宜春市明月
山温汤旅游度假区，江西共有两家。截至
2020 年 12 月，我国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已有
45 家。分布在全国 23 个省区市，涵盖多种
度假类型，其中河湖湿地类 16 家，山林类 8
家，温泉类 6 家，海洋类 5 家，冰雪类 3 家，主
题文化类 5 家，古城古镇类 1 家，沙漠草原
类 1 家。作为重要的“国字号”旅游品牌之

一，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是我国旅游产品体
系建设和完善的重要一环，是适应大众旅
游需求变化、推动旅游业转型升级、促进观
光旅游和休闲度假融合发展的重要抓手。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
的建议》提出“建设一批富有文化底蕴的世
界级旅游景区和度假区”。当前，各地正努

力擦亮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品牌，推动行业
新发展、满足消费新需求。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休闲度假旅游产品
的打造越来越受重视。2015 年，我国推出
首批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获得业界认可。
此后，我国持续推动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创
建，陆续公布了 3批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金 山）

依托全省红色旅游核心资源

优化精品线路

江西拥有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据统计，我省
境内共有 2300 多处（个）革命遗址、旧址和纪念物，
目前江西红色旅游已成为全国红色旅游主要目的
地之一。近年来，我省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决策部
署和重大举措，整合红色旅游资源，优化精品旅游
线路。

江西现已建成一批在全国有影响力的红色旅游
景点，包括“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冈山、“共和国摇篮”
瑞金、八一起义纪念馆等。其中，井冈山风景名胜区、
瑞金市共和国摇篮旅游区等为国家5A旅游景区。

据文化和旅游部数据显示，2020 年我国红色旅
游出游人数超1亿人次。

红色旅游景点持续走热

多举措助江西红色文化发展

走进红色故地，重温革命历史。随着红色旅游
的持续走热，江西将红色旅游资源与丰富的民俗相
结合，扩大“红色旅游”活动范围，让游客能够回到历
史场景中感受红色文化。

日前，在携程独家定制的百条红色旅游产品中，
江西多个红色旅游景点位列其中。在去年国庆中秋
期间，众多红色旅游景点成为游客热门打卡地，游客
纷纷前来瞻仰革命遗址，追思先烈。

据了解，江西不断优化精品红色旅游线路，同时
采取红色文化与航空旅游相融合的创新举措，助推
江西红色文化创新发展。经典红色旅游航空线路于
都段已开通于都至井冈山航线，于都至兴国、瑞金航
线也即将开通。

上饶葛仙山

一场初雪不约而至，鳞次栉
比的房屋上落下一层洁白的雪
花。夜晚灯光亮起，在暖黄色灯
光的映衬下，洁白的雪花更显温
柔。葛仙村一场雪，宛若重回到
了一个汉唐小镇。 李艳东摄

重温红色历史 汲取前行力量

红色旅游景点成网红打卡地红色旅游景点成网红打卡地

井冈山

井冈山是全国著名的革命圣地
和国家5A旅游景区。

红色景点：中共湘赣边界党的
“一大”会议旧址、工农兵苏维埃政府
旧址、茨坪毛泽东旧居等。

红色文化：上世纪二十年代末，
毛泽东、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
家来到井冈山，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
村革命根据地。

瑞金

瑞金是红色故都，瑞金市共和国
摇篮旅游区被评为江西最具影响力
十大景区。

红色景点：“二苏大”礼堂、“一苏
大”旧址、红井、瑞金革命根据地纪念
馆、瑞金革命旧址群等。

红色文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
时中央政府在此成立，红军二万五千
里长征的出发地之一。

庐山

庐山是全国红色旅游的重要组
成部分，众多重大历史事件曾在庐山
留下烙印和遗迹。

红色景点：南昌起义庐山会议旧址。
红色文化：南昌八一起义准备会

议的所在地。

八一起义纪念馆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是为纪念

南昌起义而设立的专题纪念馆，具有

丰富的党史军史文化资源，素有中国

“军史第一馆”之称。

红色景点：八一起义总指挥部、

叶挺指挥部、朱德旧居、朱德军官教

育团、贺龙指挥部。

红色文化：八一起义纪念馆馆内

陈列内容主要为《南昌起义》《中国人

民解放军的光辉历程》两部分。

宁都会议旧址

宁都会议旧址为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是典

型的赣南客家房祠建筑。

红色景点：宁都会议旧址。

红色文化：1932 年 10 月上旬，中

共苏区中共局在此召开全体委员会

议（史称“宁都会议”）。

方志敏纪念馆

方志敏纪念馆是全国爱国主义

教育示范基地、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

区、国家国防教育示范基地。

红色景点：横峰县革命烈士纪念

馆、红五分校旧址等。

红色文化：方志敏是伟大的无产

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杰出的农民运动

领袖，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

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

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是为

征集和保护安源工人运动的文物，研

究和宣传安源革命斗争历史而于

1956年创建的专题类博物馆。

红色景点：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

旧址、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谈判处旧

址等。

红色文化：1922 年 9 月安源路矿

工人大罢工的爆发地。

秋收起义纪念馆

秋收起义纪念馆是纪念秋收起

义的专题纪念馆，分为秋收起义修水

纪念馆、秋收起义铜鼓纪念馆和萍乡

秋收起义广场。

红色景点：秋收起义修水纪念

馆、秋收起义铜鼓纪念馆、萍乡秋收

起义广场。

红色文化：江西省修水县是秋收

起义的重要策源地和率先爆发地，是

秋收起义主要军事力量的集结地和

出发地。 （三 石 文/图）

江西红色旅游景点

随着消费主力军向年轻人转移，红色旅游作为一种新型的主题性旅游形式，不断受到

年轻人的追捧，众多红色旅游景点成为网红打卡地。

我在南方的雪地里等你

萍乡武功山

1月7日凌晨，萍乡武功山景区迎来2021年第一场雪。一夜之间，景区的栈道、树木、草甸便覆盖上一
层毛茸茸的雪。白雪装扮下的景区，雾凇晶莹剔透，松柳凝霜挂雪，仿佛置身仙境。 谢凌阳摄

擦亮“国字号”度假区品牌 满足大众旅游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