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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州东乡区

“文化+旅游”注入发展新活力

在荆公故里的抚州市东乡区黎圩镇上池村
内，王氏宗祠、总门里、世宦祠等古村建筑飞檐翘
角，古朴典雅的风格让游人叹为观止。集禅宗文
化、书法文化、名人文化、生态观光、休闲度假于一
体的东乡区佛岭国际公园景区，积极开发书禅文
化体验型主题旅游产品，同时配套建设山水运动、
休闲娱乐、康养度假等系列功能型产品，打造佛岭
文化体验旅游品牌。

近年来，该区积极培育发展旅游产业，坚持
“文化+旅游”的文旅融合思路，通过生态环境的整
体优化，文化底蕴的深入挖掘，特色功能区的强化
打造，构建全产业融合发展的大旅游格局。充分
利用中国书法之乡这个金字招牌，打造了舒同博
物馆、书法文化艺术中心等书法文化旅游设施，通
过举办国内外书法文化交流活动，为打造全国书
法文化交流目的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紧抓
国家乡村旅游发展机遇，依托丰富的农业旅游资
源，以农事体验、农业观光、农业生产、美食品尝、
文化旅游为媒介，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与休闲农业，
先后启动修缮建设红光状元府、佛岭特色小镇、花
果山玫瑰小镇、虎圩何张村等现代农业旅游示范
点，全年接待游客90多万人次。 （饶方其）

“漆德琰艺术文献展”

在省美术馆展出

“生命扉页 时代缩影——漆德琰艺术文献
展”于4月13日在江西省美术馆开展。展览设“栉
风沐雨”与“另辟天地”两个部分，共展出 150余幅
作品及大量文献，从主题性创作到寓情于景地描
绘自然，用美术实践诠释着社会变迁。此次展览
持续至 4 月 28 日，免费对外开放。为深入挖掘此
次展览更深层次意义，展览期间还将开展专家学
术研讨活动。

展览用大量的文献和史料，从漆德琰先生个
案中梳理江西老一辈艺术家从 20 世纪 50 年代至
今的创作路径，反映出江西成长起来的艺术前辈
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创作思想和理念。展览展陈
于江西省美术馆一楼南、北厅，共展出 150余件作
品和大量文献资料。 （易 乐）

上犹

茶香引游人

近日，以“春约上犹·茶香飘扬”为主题的上犹
第四届茶香旅游季系列活动在梅水乡园村拉开帷
幕。近年来，上犹县将文化、体验、观光、民宿等巧
妙融合在一起，推动茶旅融合发展。以“茶”为媒、
以“游”为体，按照产业生态化、茶园景区化、景区
特色化的思路，融合茶文化、奇石文化、红色文化
和客家文化等多种元素，做精做活“茶旅融合”文
章。精心打造“茶香之旅”，着力建设集茶叶种植、
茶体验、茶观光于一体的茶园基地；打造园村、油
石嶂、梅岭嶂等一批茶叶休闲体验基地，建成多条
茶旅融合旅游线路，有效助推乡村振兴。优美的
风景、良好的生态环境以及丰富的茶文化，吸引着
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体验。 （黄传章 郑红华）

萍乡武功山

现云海日出奇观

一场大雨过后，萍乡武功山金顶出现罕见的
云海日出奇观。据介绍，萍乡武功山景区的核心
部分平均海拔在一千米以上，由于景区周边多是
山谷和小盆地，大雨过后，天气转晴，日出云海便
会在这里出现。 易告文/文 毛志斌/图

永丰

打造自然生态走廊

在永丰县恩江古城，葛溪河、古建筑、古石桥
与游客构成一幅春天画卷。近年来，永丰县在推
进恩江古城保护和活化利用工作中，注重打造水
清岸绿的葛溪河自然生态廊道，以河长制为抓手
构筑精细网格化护水体系，使昔日的污水沟变身
景观带。 刘浩军摄

旅旅 游游
行业专刊

弘扬红色文化
推动文旅融合

时下红色旅游景区或场馆纷纷成为当
地网红打卡地。4 月 1 日，在奉新县百丈山
冷水井林场茶坑村红色教育基地，不少游客
在参观游玩。近年来，该县依托优越的生态
条件和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发展红色旅游
产业，着力打造了“湘赣鄂省委茶坑驻地旧
址”“石溪桐木苏维埃政府旧址”“农牧渔场
园艺一分场 6011 部队驻地旧址”等红色教
育基地，并带领当地村民经营笋干、高山蜂
蜜、有机茶园和有机蔬菜等绿色生态农产
品，增加村民收入。

据省文旅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江西是较
早发展红色旅游的省份之一，2005年在瑞金
举办了第一届中国（江西）红色旅游博览
会。2017 年，全国 24 个省（区、市）共同发起
成立中国红色旅游推广联盟，联盟永久秘书
处设在江西。今年的全国红色旅游博览会
将在吉安召开。接下来，我省在充分发挥好
一个联盟（中国红色旅游推广联盟）、一台展
会（中国红色旅游博览会）的作用下，依托革
命老区红色文化、田园乡村和生态资源优
势，大力发展“红色+绿色”“红色+乡村”

“红色+研学”“红色+科技”等旅游新业态，
推出红色旅游与生态旅游、民俗旅游、研学
旅游、乡村旅游等深度融合，不断壮大特色
旅游产业，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持续
推动革命老区完善基础设施，促进老区人民

增收致富，积极助力乡村振兴。

依托红色资源
打造生动课堂

全省各地乘势而上，举办形式多样的主
题活动，不断增强红色旅游的吸引力和感染
力。近日，南昌市“红色旅游进校园”系列活
动启动。4月1日，97岁高龄的抗战老兵叶道
清爷爷在讲台上为同学们讲述了战争中真实
的故事。在他的讲述中，我们仿佛看到了在
战火纷飞的年代，无数英勇顽强、不畏牺牲的
革命战士前赴后继，保家卫国。据南昌市文
广新旅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红色+校园”充
分发挥了红色旅游的教育功能，通过一堂红
色旅游必修课、一项专题校园巡回展、一批红
色旅游书籍进校园、一条校园主题红色旅游
线路、一部短视频案例展示作品，进一步挖掘
南昌红色文化内涵，推进南昌红色旅游进校
园工作，激励当代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弘扬
革命精神，助力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大
众化、常态化、长效化。

夜幕降临，遂川县文化艺术中心灯火通
明，由该县采茶剧团创作的红色历史题材小
戏《泣血红印》正在上演。观众郭艳秋说：“很
早就听过这个故事，在舞台上呈现出来，更加
感人至深。”遂川县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
核心组成部分，随着党史学习教育的推进，该
县充分利用红色文旅资源，一系列反映时代
精神、体现地方特色的党史题材文艺作品引

起观众共鸣，继而带动故事发生地泉江镇大
屋村、草林镇大坪村、新江乡横石村等“红色
名村”的走热。

做强红色旅游
凸显品牌效应

据了解，随着我国多个红色旅游利好政
策相继发布，红色旅游的规模和热度不断攀
升。来自同程研究院的数据显示，“五一”假
期前往红色目的地按机票航段预订量排序显
示，上海、北京、南昌、石家庄、遵义、徐州、赣
州、信阳、井冈山、延安位居红色目的地前十
名。分析显示，红色旅游核心人群中21岁至
30岁的占比超过四成，其次是“80后”人群，占
比近三成，整体 40 岁以下人群占比 89.1%。

随着红色文化在年轻人群中认知度的快速提
升，年轻消费群体的参与度更值得关注。4
月 8 日，“红色旅游进校园”第二站走进了南
昌工学院。活动现场，南昌市文广新旅局发
布了 3 条南昌红色旅游精品线路，线路包括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
陈列馆、南昌小平小道陈列馆等，这些宝贵的
革命历史文化遗产，是南昌发展红色旅游的
基石，受到广大学生游客喜爱。

截至2020年12月，全省红色旅游景区有
3个5A、17个4A、25个3A和2个2A级旅游景
区，总共 47 个红色 A 级旅游景区。2019 年，
全省红色旅游接待人次 24961 万人次，综合
收入 1895 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 15.3%和
18.1%。今年是建党 100周年，江西红色旅游
必将实现红色文化传承和旅游经济增长“双
丰收”。

关乎产业发展
更关乎民生福祉

何为智慧旅游？业界认为，智慧旅游以数字
化、网络化、智能化为特征，将物联网、云计算、5G
等技术引入旅游体验、产业发展及管理等环节，
以满足老百姓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推进旅
游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去年底，文化和旅游部等十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深化“互联网+旅游”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
展的意见》，提出加快建设智慧旅游景区、完善旅
游信息基础设施、创新旅游公共服务模式、加大
线上旅游营销力度等多项措施，旨在推动旅游产
业高质量发展。

智慧旅游的发展关乎老百姓的获得感。业内
专家分析，“十四五”时期，旅游目的地的科技创新
和数字化水平，将对游客获得感、安全感和满意度
的影响更加明显。科技引入有助于提升游客的沉
浸式体验感和获得旅游服务的便利程度，同时也
有助于保障旅途安全。

贵州省开阳县南江布依族苗族乡龙广村打
造的“水东乡舍”智慧旅游大数据平台上，投资人
可实时了解经营情况，农户可上传产品供应信
息，实时提取经营分红，能满足游客乡村旅游“吃
住行游购娱”一系列需求。

加快推进智慧旅游建设

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四五”
时期，我国将分三块内容加快推进智慧旅游建
设——

一是加快推进智慧旅游景区建设。推动实
现国有旅游景区于 2021 年底前全部提供在线预
约预订服务，在推进景区预约管理、流量监测、数
字导览等智慧化综合服务基础上，全面提升服务
质量。

二是规范引导智慧旅游公共服务平台建设
发展。在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保留线下服务的
基础上，支持旅游公共服务平台开发专门的应用
程序和界面，优化使用体验。

三是培育新业态新模式。通过推动景区、博
物馆等发展线上数字化体验产品，让文化和旅游
资源借助数字技术“活起来”，丰富游客的消费选
择。培育云旅游、云演艺、云娱乐、云直播、云展
览等新业态，打造沉浸式旅游体验新场景。

据悉，上海“建筑可阅读”升级到以“数字转
型”为特征的“3.0版”，已有2400余处历史建筑有
了专属二维码，市民游客除了扫码获取建筑实景
图、音频、视频甚至VR全景导览，还可参与线上
线下多个互动活动，共同保护历史建筑和传承城
市文化。

科技是桥梁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

在深入发展大众旅游、智慧旅游同时，“十四

五”时期，我国将建设一批富有文化底蕴的世界

级旅游景区和度假区，打造一批文化特色鲜明的

国家级旅游休闲城市和街区。

业内人士认为，“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应是

智慧旅游发展的“初心”。“富有文化底蕴”体现

供给的充足，“文化特色鲜明”则体现供给的多

样性和包容性。科技是文旅融合之“桥”，智慧

旅游则是文旅融合的表现形式，是文化自信的

表达方式。

据了解，敦煌石窟已实现“洞内壁画洞外

看”，既达到了文物保护与开放利用的平衡，也让

敦煌艺术当中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能够发

扬光大。

专家预测，到 2025 年，我国有望形成一个百

亿旅游人次和十万亿元消费的国内旅游超级大

市场，保持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就业百分之十以

上的综合贡献率。旅游要传承和发展优秀传统

文化、红色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只有坚

持文化引领和科技支撑，才能让大众获得更好

的体验。 （余俊杰 陈爱平）

未来智慧旅游将更好满足未来智慧旅游将更好满足““放飞心情放飞心情””需求需求

近日公布的“十
四 五 ”规 划 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明
确提出，深入发展大
众旅游、智慧旅游，
创新旅游产品体系，
改善旅游消费体验。

未来，智慧旅游
将如何提升人们旅
游消费体验？文化
和旅游主管部门、行
业专家、文旅业者为
您带来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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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文化和旅游部专门下发了下一步做好红色旅游的工作

部署。红色旅游是今年出游的主旋律。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红

色旅游出游人数超过1亿人次。江西是红色旅游大省，是全国重

要的红色旅游目的地之一，必将迎来发展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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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川县采茶剧团创作的红色历史题材
小戏《泣血红印》剧照。 李书哲摄

八一南昌起义纪念塔八一南昌起义纪念塔 李李 龙龙摄摄

奉新县百丈山冷水井林场茶坑村红色
教育基地。 邓建刚摄

南昌市文广新旅局开展“红色旅游进校
园”系列活动。 邓志刚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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