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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假期，瑞金各大红色旅游景区游
人如织，游客接待量持续走高，是全省最

“红”旅游目的地之一。
春节假期，瑞金市共接待游客 70.86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约 3.52 亿元。其
中，共和国摇篮景区接待游客 35.88 万人
次，在此次 20 家重点旅游景区中排名
第五。

春节假期，瑞金市所有国有A级景区
免费开放，吸引众多游客参与，引爆旅游
市场。同时，瑞金市推出了云上文化展
播、文化民俗展览、图书绘本公开课、“送
戏、送电影”三下乡、龙灯茶灯地方特色灯
彩等7个大项16个小项的节庆活动。

春节假期，当地突出“红色+年味”，
策划推出了系列活动。瑞金中央革命根
据地纪念馆组织开展了“童心永向党”小
红军体验活动、“红游记”里话春节活动、

“大红灯笼高高挂”灯彩制作、“知来路、启
新程”趣味问答、“红歌喜迎中国年”红歌
快闪，瑞金市文旅公司组织了“相约情人
节打卡罗汉岩”等活动，瑞金市文化馆、图
书馆组织了“线上过大年好戏连连看”等
系列活动，线上线下齐发力，在做好疫情
防控的前提下丰富游客生活，欢欢喜喜过
大年。

虽然游客量不断攀升，但因为前期准
备工作“做得好”，旅游服务保障“跟得
上”，瑞金市各大景区旅游秩序井然。春
节前夕和春节期间，瑞金市组织文旅、市
监、交管、消防、公安、供电、气象、交通、卫
健等部门对全市各文旅企业进行行业秩
序、安全生产、疫情防控等开展“零点行
动”大排查大检查，全面消除企业安全隐
患。春节假期，全市严格落实“1+3+N”
常态化运行制度，调动多方力量参与维护
景区安全工作。在共和国摇篮景区和罗
汉岩景区常态化运行旅游市场执法队伍、
旅游巡回法庭和旅游警务室，在景区游客
服务中心设立应急医务室，形成由公安、
交管、市监、医疗、法院等部门联合的监管
机制，强化对景区景点服务质量和安全
监管。

志愿者也是一道亮丽风景线。为切
实做好假期疫情防控和错峰控流等工作，
瑞金市组织了一批志愿者到各旅游景区，
协助景区在游客中心入口处引导游客佩
戴口罩、测温、扫码，线上预约、有序排队，
耐心解答游客提出的疑问，得到了游客一
致好评。

两年多来，无论阴晴雨雪，常有一
个身影行走在鹰潭市余江区平定乡洪
桥村的田间地头，乡亲们见了他会上
前打声招呼，热情地唠上几句家常。
他就是鹰潭市农业农村粮食局派驻洪
桥村第一书记熊革进。

2018年5月，熊革进肩负着带领乡
亲们脱贫致富的使命，来到洪桥村。
两年多来，他俯下身子扎根基层、为民
解忧，一件件、一桩桩真情帮扶的事迹
如涓涓细流滋润着洪桥村百姓的心
田。日前，记者来到洪桥村，向村民了
解熊革进的扶贫工作，大家直竖大拇
指，纷纷夸赞：“熊书记，蛮好！”

帮扶帮在根子上

洪桥村是“十三五”省级贫困村。
从到洪桥村的第一天起，村民的一举
一动都牵动着熊革进的心。

27 岁的脱贫户鲁水华，曾因双腿
肌肉萎缩，求职处处碰壁。为了让鲁
水华找回自信，熊革进经常找他谈心，
还积极给他联系工作。几番努力下，
鲁水华找到了一份在余江区某住宅小
区当保安的工作。然而，鲁水华刚上
班不久，老婆就出走了。看着哭闹要
妈妈的孩子，鲁水华一下子崩溃了，情
急之下寻短见，幸好被抢救过来，但工
作也因此没了。得知消息后，熊革进
连忙赶到鲁水华家看望，三番五次和
其就职的物业公司沟通。最终，物业
公司同意继续让鲁水华上班。“多亏了
熊书记，我儿子现在比以前开朗多
了。”说起熊革进，鲁水华母亲朱正香
满是感激。

走进脱贫户吴贵香家，一整面墙
的奖状映入眼帘。“两个小孩的父母不
在身边，我们老两口拉扯着他们，孩子
们也争气，读书很认真。这些奖状都
是他们的！”对于这个家庭来说，熊革
进的帮助犹如雪中送炭。2018 年，因
学校年级设置的原因，孙女小佳慧下
半年必须从离家 3 里的前山小学转到 20 里外的平定中心小学读
五年级。吴贵香和老伴身体不好，无法接送，小佳慧只能住校，否
则只有辍学。在驻村的第一次走访中，熊革进了解到这一情况
后，积极协调，姐弟俩得以到离家更近的余江区第六小学就读。
熊革进还给吴贵香安排了一份公益性岗位，负责村里的卫生保
洁，每月有400元收入。

传统产业发新枝

“得益于大面积的红壤山地，洪桥村有‘三宝’：香红薯、甜花
生、嫩萝卜。早些年，‘三宝’销路很好，后来，由于品种退化、栽培
技术没有更新，‘三宝’变成‘老三样’，经济效益不高，村民增收空
间小。”熊革进认为，群众要致富，发展产业是关键。

结合洪桥村实际，熊革进理出了“进行红薯深加工，做大做强
红薯产业”的产业发展思路，并争取资金120万元完善红薯粉丝厂
基础设施。红薯粉丝厂吸纳了 48名贫困户就业，年人均增收 1万
元。熊革进还利用自己省级科技特派员的身份，积极引导洪桥村
大面积种植“广薯87”“浙薯13”等新品种，为洪桥村红薯产业注入
科技力量。

为让洪桥红薯粉丝家喻户晓，熊革进一头扎进市场，上超市、
进食堂、参加展销会。“我们的红薯粉丝货真价实，尝一口，你就知
道了，准停不下嘴！”熊革进卖红薯粉丝有个诀窍，那就是一边煮红
薯粉丝，一边展示原材料红薯。2019年，洪桥红薯粉丝在全国红十
字系统第二届众筹扶贫大赛中，挺进全国30强。

产业发展离不开能人。近年来，熊革进带着村干部、党员走出
洪桥村，到外地学习取经。农民党员鲁细海直言：“搞产业要动脑
筋，学习别人的长处，就知道自己的短处了。”

2020年11月，洪桥村22户60人全部脱贫。如今，洪桥村还新
建了即食酸辣粉丝生产线，种植了菜葛和野葛，生产优质鲜葛、葛
粉和葛根粉丝，拓宽了增产增收渠道。

洪桥村就是我的家

熊革进向记者讲了一个小故事：“刚驻村没多久，村党支部书
记问我，是否适应农村生活。我想也没想地点了点头，但也说了自
己的感受，那就是村里没路灯，一到晚上漆黑一片，出行很不方
便。我当时就在想，不光是我，村里的老百姓肯定也是同样的感
受。于是，装路灯这事就一直在我心头。”

以前洪桥村村集体经济薄弱，没钱装路灯。自驻村帮扶以来，
熊革进积极为洪桥村大力发展产业出谋划策，2019年，洪桥村集体
经济收入超过 20万元。有了钱，就要为老百姓办实事。2020年 6
月，洪桥村的村级主干道路两旁安装了价值总计14万余元的太阳
能路灯。

2018年 7月，因连降暴雨，洪桥村河道里的水漫上圩堤，而河
道有一道闸没有摇起，情况十分危急。熊革进立马叫上几名村干
部，冒着倾盆大雨赶到闸房。此时水位继续上升，水压非常大，熊
革进与村干部努力了几次都没摇起闸门。“一定要把闸门摇起，否
则后果不堪设想。当时，我又叫来几个村民帮忙，在大家的共同努
力下，闸门终于被缓缓摇起。”闸门打开后，河道水位慢慢下降，200
多亩稻田避免被淹。

“洪桥村就是我的家，我既然来到这里，就一定要真蹲实驻、真
帮实促，为群众多干点实实在在的事。”这是熊革进经常挂在嘴边
的一句话，他说到了，也做到了。

亲朋好友一起来到瑞金沙洲坝景区过个文化年。
通讯员 范建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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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假期旅游市场表现精彩春节假期旅游市场表现精彩，，重点景区的贡献功不可没重点景区的贡献功不可没————

细数江西旅游的细数江西旅游的““牛牛”“”“热热”“”“红红””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龚艳平龚艳平

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江西文旅市场可谓
精彩。全省接待游客2539.06万人次，实现旅
游收入144.76亿元，与2019年同期相比，分
别恢复94.38％和91.20％。在倡导就地过年
的大背景下，取得这样的成绩实属不易。

细看这份成绩的背后，重点景区的贡献
功不可没。近日，省文化和旅游厅对全省20
家重点景区的2021年春节假期旅游数据进
行了汇总排名，并与2020年国庆假期的旅游
数据进行了对比，亮点颇多。其中，不少重点
景区2021年春节假期的游客接待量，不仅超
越2019年同期水平，相比2020年国庆假期
（8天）也实现大幅度增长。

江西旅游，春暖花开。

游客接待量位列全省景区之首，龙
虎山可谓春节假期最“牛”景区之一。

春节假期，龙虎山景区接待游客
30.36 万人次，比 2020 年国庆假期增长
121%。游客接待量、单日游客量、游客量
同比增长率等多项指标均创下历史
新高。

特色活动，年味十足。龙虎山景区
游客中心广场，一条“金龙”踏着欢快的
鼓点舞起来,随着鼓乐伴奏，“金龙”左耸
右伏，九曲十回，时缓时急，蜿蜒翻腾，场
面壮观，气势豪迈。春节期间，龙虎山推
出“平安喜乐·最仙中国年”系列活动，舞
龙舞狮、古风雅集、祈愿河灯……每一项
活动都让人流连忘返。“汉服游”“放河
灯”“杂技串烧”“龙飞凤翔”等一系列精
彩活动轮番上演，惊艳了前来游玩的
游客。

全域热闹，处处喜庆。为更好地推
动当地旅游业发展，积极响应全省举行
的“犇游江西，温暖过年”宣传推广月活
动，龙虎山景区突出“天下第一象”象鼻
山、“千年古镇”上清镇、“道养小镇”古越
水街等景点特色，推出精彩纷呈的活动，
吸引了大批市民就地过年和省内游客
参与。

惠民措施，助燃添火。春节假期，龙
虎山景区积极响应“就地过年”倡导，推
出了多项惠民措施。景区将一日制门票
调整为两日制，让游客有更多的时间欣
赏龙虎山的自然风光和人文历史。春节
假期，江西省内居民及省内工作人员、全
国医护工作者及其配偶和子女等群体只
需购买景区观光车票，便可享受龙虎山
景区免资源性门票游玩两日的优惠政
策。同时，景区还将年龄 65 周岁以上老
年人享受景区门票优惠下调至60周岁以
上；面向鹰潭居民、在鹰就读和工作市民
发售 2021 年度龙虎山惠民旅游卡，持卡
即可无限次畅游龙虎山。

多措并举，健康出游。春节期间，龙
虎山景区做好全面的调度和准备工作，
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加强景区智慧
化管理、人性化服务，全力做到防控措施
到位、景区限流到位、优质服务到位。

明月山多项指标
刷新纪录

游客量持续走高，多项指标刷新纪录，明月
山算得上最“热”景区之一。

春节假期，明月山核心景区入园游客共计
5.31万人，与2019年同期相比增长206.03%。
游客量持续走高，游客接待量、单日游客量等多
项指标刷新历年春节新纪录。

活动多。为让广大游客感受到春节的热闹
和温馨，在明月山景区度过一个充满年味的春
节，景区以宋文化国潮为主题，结合本地夏云姑
皇后历史人物，在春节期间推出以“春游明月
山、宋潮正当时”为主题的系列活动17个，天天
上演，游客热情互动，乐在其中。

年味浓。在景区入口处，充满喜气的“牛年
财源滚滚”相框，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欣赏、拍
照留念。“宋孝宗”带着“夏云姑皇后”盛装巡游，
“仕女”穿梭在游客之间，和游客现场互动，带领
他们穿越到宋朝时光。牛运滚滚红包墙拆红
包、财神框打卡、“宋皇后”奉五子茶、财神巡游
送礼品、敲鼓迎新等体验活动唤醒了游客的兴
奋点，令他们乐此不疲。

选择广。进入明月山景区，漫步青云栈道，
云雾缭绕，有平步青云之感。记者在现场看
到，弯曲的栈道上游客来来往往。温汤小镇
里，游客络绎不绝。泡富硒温泉是春节期间
最受游客欢迎的项目之一，各大温泉酒店入
住率同比恢复至90%。此外，明月山周边乡
村游备受游客欢迎，南惹景区、塘佳山景区、
水口景区、潭下景区等富有特色的乡村旅游
示范点，成为游客休闲度假的好去处。

秩序好。为了做好春节假日旅游接待
工作，明月山旅游度假区提早谋划，细化分
解应急预案，全力营造安全、有序、和谐的节

日氛围。春节假期，明月山景区各部
门联动共管，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
抓安全应急，两手都抓、手手过硬，景
区旅游秩序井然有序。

龙虎山游客接待量
全省居首

牛

热

瑞金红色旅游
红红火火

红

明月山系列活动年味足。通讯员 周怡然摄

龙虎山游客服务中心舞龙舞狮活动龙虎山游客服务中心舞龙舞狮活动。。
通讯员通讯员 刘志琨摄刘志琨摄

熊革进在地里拔萝卜。 本报记者 齐美煜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