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闷热又潮湿的初夏，户外活动嫌

热，室内运动也须防中暑。有没有轻松

又清凉的运动呢？不妨了解一下近几

年风靡全球的桨板旅行。

桨板旅行怎么玩
庐 山 西 海 ，千 岛 落 珠 ，山 水 交

融。在庐山西海的湖心，有一处隐秘
胜地——阳光照耀 29 度假区，沐浴在
西海的碧波里，枕靠九岭群山，寻一个
安静的地方，在远离喧嚣处划一块桨
板，徜徉其中，以青山为帐，以蓝天作
蓬，荡桨从水面匀速滑过，深绿的水面
偶尔有风掠过，涟漪荡漾。

桨板运动，听名字就知道，是漂在
水上的运动，玩累了就趴在板上小憩，
既解暑又惬意。当下，这款简单易学的
小众运动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更
多人喜爱桨板的原因是出于它的休闲
元素。在摇晃不定的板上保持直立，身
体上每一块肌肉都会被用到，既锻炼

“核心肌群”，还可以提升平衡能力。近
年来，“水上桨板瑜伽”项目受到越来越
多女性朋友的追捧。阳光照耀 29 度假
区资深桨板教练介绍，我们深度游湖的
主要载体是桨板（SUP），又名直立单桨

划行，是一项源于美国夏威夷的水上运
动。20 世纪 60 年代早期，夏威夷一队名
为“Beach Boys of Waikkiki”（Waikiki 海
滩男孩）的冲浪爱好者，站在加长的冲
浪板上为学习冲浪的游客们拍照，因
此，“Beach Boy Surfing”也是 SUP 的另
一个别称。为了让大家深度全方位欣
赏庐山西海，不少游客一直把桨板巡游
当作游览的重点。在后勤保障船的全
程跟随下，游客们像一支混舰队，逶迤
划进西海深处。桨板简单易学，不会游

泳也没问题。“在水面上，你可以用另一
种视角来欣赏眼前的世界，这是一件很
美妙的事情，沿途的风景和运动本身的
趣味性，深深地打动了我。”桨板体验者
网友“珍惜”说。

引领潮流新玩法
向水而生，谁都可以玩桨板冲浪。

“桨板的玩法多种多样，站着、跪着、躺

着或者趴着，都没有问题，还有人会挑
战高难度板上动作，一不小心落水，与
大 自 然 来 个 亲 密 接 触 ，也 是 常 有 的
事。” 阳光照耀 29 度假区相关人员说
道。西海水多，总库容量为 80 亿立方
米；西海水深，平均水深 45 米，能见度 11
米。西海的空气是甜的，大气负氧离子
含量每立方厘米 15 万个，属国家“一级
水质、一级空气”，是天然氧吧。该度
假区有大片的人造沙滩，沙滩上，你可
以嬉戏、观山、观海，其他玩法比如浮
潜、游泳、钓鱼等不一而足，一切随你
心意。住宿有马尔代夫式的水上别墅、
有静谧幽深的林间木屋、有适合家庭的
拖挂式房车。当然你也可以留在岛上，
在沙滩上尽情嬉戏，或者林中吊床，或
者餐吧阅读听风铃清脆，甚至找个岩石
岸呆坐着看湖面波光粼粼。只要让时
光流淌在你认为美好的事物上，无可无
不可。

“ 一 进 入 夏 天 ，在 小 岛 上 来 一 场
BBQ 大餐，踩着桨板荡漾在湖面上，这
样的野趣着实令人陶醉。”江湖旅行资
深领队三金说，“上瘾，这是大部分初次
玩过桨板运动的人评价。下周又要发
起以桨板为主题的庐山西海露营活动
了，这个周末我们将去 100 公里外的海
岛戏水。”

（图片由江湖旅行提供）

这个这个夏天夏天，，一起一起去桨板旅行吧去桨板旅行吧！！
王 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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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特发布全新品牌“东方欲晓”
打造红色旅游新体验

近日，华强方特在赣州举办了“方特东方欲
晓”的品牌发布会。据介绍，“方特东方欲晓”为华
强方特旗下第八个主题公园品牌，以红色文化体
验为主题，品牌首家园区赣州方特东方欲晓乐园
将于近期开业。

据介绍，赣州方特东方欲晓总投资超过 30 亿
元，是一座以红色文化体验为主题的大型主题公
园，涵盖六个历史主题区域和多项大型红色文化主
题项目，包括《致远致远》《巾帼》《东方欲晓》《铁道
游击》《岁月如歌》等。演绎中华民族寻求国家独立
和民族复兴的近现代历史，打造前所未有的红色文
化体验。 （小 玲）

萍 乡
安源旅游培育新业态

为大力实施“东南西北中”全域旅游发展战略，
萍乡市安源区将红色、古色、绿色和研学旅游、工业
旅游、乡村旅游融为一体，有力推动了红色研学、科
普体验、休闲度假、康体养生、乡村旅游等多种业态
蓬勃发展。

安源区以安源路矿景区创建国家 5A级旅游景
区为抓手，深度挖掘安源独特的近代工业文明和
红色历史文化，成功推出萍乡首家生态文化休闲
旅游区——萍乡·凯光新天地旅游度假区，推进
青山镇中医药健康养生小镇项目建设，依托区域
资源优势和中医药产业基础，大力发展旅游观
光、养生托老基地。目前，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
念馆被评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孔原
故居、高自立故居被打造为红色教育基地，红领
巾纪念馆成为青少年研学旅行基地。据了解，
三湾生态旅游景区获评省 4A 级乡村旅游点；高
坑楠木村获评省 3A 级乡村旅游点；安源红色文
旅小镇、五陂海绵风情小镇获评“江西省旅游风
情小镇”。 （彭清华 张建辉）

芦溪县宣风镇以河长制为抓手，全面开展水环
境综合治理，致力打造生态文明、卫生宜居的美丽
乡镇。 黄海燕摄

民航局：
促民航业与红色旅游融合发展

近日，民航局、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印发《关于促
进民航业与红色旅游深度融合创新发展的指导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进一步发挥民航业在推动
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促进民航业与
红色旅游深度融合创新发展。在基础设施、航线网
络、产品创新等方面，《意见》提出了具体举措。

《意见》提出，加强红色旅游地区机场与其他交
通方式的连接，推动建设一批红色旅游融合发展
示范区。同时，针对提高红色旅游地区航空运输
通达性，《意见》还提出，深入挖掘红色旅游文化内
涵，遴选一批具有代表性的红色旅游航线，并支持
航空公司在红色旅游地区机场加大运力投放，增
开航线、加密航班，特别是推广通程航班和短途航
空运输服务。

《意见》还提出了创新红色旅游航空运输产品
供给等措施，如鼓励航空公司合理安排航线航班，
为旅客提供更具差异化、个性化的红色旅游产品；
在线旅游平台围绕“互联网+红色旅游”整合资源，
推出更多一站式旅游产品。 （广 日）

近日，永丰县七都乡洋洲村的茶农在采摘夏
茶。初夏时节，永丰县迎来夏茶采摘期。近年来，
当地通过“党支部+合作社+基地+农户”模式，利用
荒山坡地大规模营造水土保持茶园，同时发挥出生
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实现茶旅融合，巩固
脱贫攻坚成果，振兴乡村绿色经济。 刘浩军摄

旅旅 游游
行业专刊

““中国旅游中国旅游日日””

品品““赣赣””字号文字号文旅惠民大餐旅惠民大餐
王 崟 王玉磊王玉磊//文文

2011年，我国将《徐霞客游记》开篇日 5月 19日定为“中国旅游日”，至今已迎

来第十个年头。今年“中国旅游日”的主题为“绿色发展，美好生活”。为迎接中国

旅游业的这一重要节日，我省各地在中国旅游日开展丰富多彩公益惠民活动，主

要包括景区降价、免费，旅游助老、助残，对抗疫工作者、劳动模范等先进群体实施

旅游奖励，还有公益性文艺演出、公共文化场馆扩大开放等。

公益惠民措施 助力旅游市场

“中国旅游日”以广泛的参与性和普遍的惠民性成为我国广大人
民群众和旅游业每年一度的重要节日。“中国旅游日”最初以“爱旅
游、爱生活”为宣传口号，旨在强化旅游宣传，培养国民旅游休闲意
识，鼓励人民群众广泛参与旅游活动，提升国民生活质量，推动旅游
业发展。每年确定的活动主题各有不同，各地旅游业纷纷推出免费
或打折门票、优惠线路等措施推动“全民旅游”。

为进一步提振行业发展信心，使“中国旅游日”活动真正惠及民生、
惠及百姓，“中国旅游日”期间，全省加大力度推出各类旅游公益惠民措
施和促销活动。其中，包括景区降价、免费等面向大众的优惠措施；旅
游扶贫助残措施；对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等先进群体实施旅游奖励的
优惠措施；公益性文艺演出、公共文化场馆扩大开放等文化惠民措施。

旅游业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受到严重冲击，境外旅游仍处于冻结
状态，但今年“五一”期间国内旅游却打了一个漂亮的
“翻身仗”。据报道，“五一”假期，返乡探亲、休闲度

假、红色旅游、观光出游等各旅游业态消费需求持
续释放，假日市场供给满足不同客群消费需求，

亲子、研学、“潮玩节”和各类文化活动等收到
各个年龄阶段游客追捧。为了延续此热度，

在“中国旅游日”期间，全省各地根据实际情
况，积极推出各项文旅活动，向来赣旅游

的游客充分展示江西美。

免费游、半价游
百余家景区推优惠活动

为增强旅游市场活力，助力旅游市场恢复和
发展，在“中国旅游日”当天及前后时段，全省各地

开展文明旅游、安全旅游、诚信经营宣传活动。错峰
出游正当时，明月山景区公布，在5月19日至23日，所

有游客凭身份证享受5.19元购明月山旅游度假区门票优惠活动。另
外，萍乡武功山景区在5月19日至23日，针对全国游客免门票，购买中
庵索道往返票的游客可免景区门票，凭景区游玩索道购票凭证可享受
花涧里（江西省4A级乡村旅游点）门票半价优惠。同时，武功山首届
国潮文化艺术节正在火热进行中，游客身着正规汉服即可享受免门票
的优惠政策。

近日，从省文旅厅获悉，为加快浙皖闽赣国家生态旅游协作区建
设，浙皖闽赣四省决定，在浙皖闽赣国家生态旅游协作区开展“半价

游”活动，共有19个县（市、区）216家景区开展“半价游”优惠，其中九
江市有34家景区参加该活动，浙皖闽赣四省市民可享受景区门票半
价优惠。据九江浔阳江景区负责人介绍，从5月1日至31日，九江市
民（身份证含“九江市”）可享受 5折购票，同时推出多条精品旅游路
线，不仅有精心设计的古色游线，还盘点了红色游线、江湖游线、城市
游线、生态游线、研学游线等特色线路。同时，庐山西海主景区（原柘
林湖）、玲珑花谷景区均可1元购买门票。

另外，“中国旅游日”期间，吉安多景区（点）也推出优惠活动。据
悉，井冈山景区针对 6周岁（不含 6周岁）以上至 18周岁（含 18周岁）
未成年人、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下学历学生，凭本人有效证件可享受
五折优惠购买井冈山旅游门票；其他游客凡提前15小时并通过井冈
山官方网络购票平台上购买井冈山景区入区全价门票，可享受景区
门票价格优惠5元购票政策；对乘坐井冈山机场航班抵达的游客，凭
本人机票或登机牌和身份证，一周内可享受五折优惠购票。同时，旅
游惠民卡持卡人在 4 月 15 日至 10 月 14 日（除“五一”和“十一”假期
外），可凭卡享受井冈山景区门票五折优惠购票。

“嘉游赣”文旅电子护照 带动游江西热

“早就计划到南方城市感受一下，今年‘五一’跟同学约好了
来江西，在查攻略的时候看到了‘嘉游赣’护照，里面好多景区都
是对大学生免票开放，不仅比计划多去了好几个景区，而且还省了
好多钱。”来自吉林的大学生小刘开心地说。据悉，在“五一”假期
前夕，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依托“云游江西”小程序推出了“嘉游
赣”文旅电子护照，带动了一波劳模、抗疫英雄、学生游江西的热
度，刺激了假日的旅游消费市场，实现了游客“一次游江西，次次得
实惠”的愿望。

据了解，在“中国旅游日”期间，各大景区继续发力，通过“嘉游
赣”推出了一系列的游玩政策，包括全国大中小学生（含研究生）关注

“云游江西”小程序并申领“嘉游赣”文旅电子护照后，通过预约免门
票游览参与活动的市内 4A级及以上收费旅游景区；省外游客（以身
份证号码为准）关注“云游江西”微信小程序并申领“嘉游赣”文旅电
子护照后，游览江西省内 4A级及以上收费旅游景区时，扫描景区内

“嘉游赣”打卡装置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精美礼品。
另外，上犹县阳明湖景区针对申领“嘉游赣”文旅电子护照的全

国大中小学生（含研究生），凭相关有效证件，在今年5月19日至2022
年 2 月 28 日期间，可享受免门票入园。同时，该景区针对抗疫工作
者、劳动模范等先进群体实行一定的免门票优惠政策，在5月19日至
20日期间，全国各级劳动模范称号获得者、抗疫英雄、全国医务工作
者凭相关有效证件，享受免门票入园。

井冈山井冈山

明月山

浔阳楼浔阳楼

阳明湖阳明湖

（（图片由上犹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旅游局图片由上犹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旅游局、、井冈山管理局旅游管理处井冈山管理局旅游管理处、、萍乡武功山风景名胜萍乡武功山风景名胜
区管委会区管委会、、明月山风景名胜区明月山风景名胜区、、九江浔阳江景区提供九江浔阳江景区提供））

萍乡武功山萍乡武功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