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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地入选全省首批
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

本报讯（记者龚艳平 实习生吴雅雯）近日，记者从
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根据《江西省夜间文旅消费集
聚区创建指引（试行）》标准，经自愿申报、各地推荐，专家
初评、现场察看等程序，景德镇市陶溪川文创街区等14家
申报对象达到省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建设标准，评定
为江西省首批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

江西省首批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名单为：南昌万寿
宫历史文化街区和湾里太平镇心街、景德镇的陶溪川文
创街区和三宝蓬艺术聚落、抚州的文昌里历史文化街区
和黎川古城景区、赣州的江南宋城历史文化街区、宜春的
万载古城景区、吉安的庐陵人文谷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
新余的赣西民俗风情街、萍乡的南正街历史文化名街、上
饶的梦里老家、鹰潭的道养小镇古越水街、九江的庐山风
景名胜区牯岭街。

我省剪纸刺绣民间绘画
作品展举行

本报讯 （记者黄锦军）8 月 21 日，记者获悉，为传承
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由省文联主办、省民间文艺家
协会承办的“沃土芬芳——江西省剪纸、刺绣、民间绘画
作品展”在省文联一楼展厅开展。

江西民间工艺美术历史悠久、类别繁多、技艺精湛，
广泛分布在全省各地，植根于广大民众的生产生活之中，
形成了丰富多彩的造型格局。其中，剪纸、刺绣、民间绘
画尤为突出。本次展览主办方共收到投稿作品221件，经
过评委严谨、公正评审，共评选出入展作品127件，其中剪
纸作品30件、刺绣作品17件、民间绘画作品80件。

赣州出台旅游产业
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本报赣州讯（记者龚艳平 实习生吴雅雯）近日，赣
州市出台《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1—
2023年）》，加快建设全国红色旅游一线城市、粤港澳大湾
区生态康养旅游后花园、区域性文化旅游中心，做强“红
色故都”“客家摇篮”“江南宋城”“阳明圣地”四张名片。

赣州将从盘活存量、跨界融合、升级业态、补齐短板、
优化服务、做强营销 6个方面，培育富有文化底蕴的世界
级旅游景区和度假区，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国家级旅游
休闲城市和街区。到 2023 年，赣州市游客接待量达到
1.6 亿人次以上，力争旅游综合收入超过 1800 亿元，红色
旅游收入占全市旅游收入 50%。赣州市将开展旅游景
区品质提升行动，力争到 2023年，赣州市 4A级以上景区
突破 40 家，新增 1 家以上 5A 级景区；实行旅游景区品牌
建设备案制和动态管理制，坚持开展 A 级景区复核工
作，年度复核比例不低于 30%，淘汰一批管理差、品质低
的旅游景区（点）。

我省举行群众舞蹈展演
活动

本报讯（记者黄锦军）记者日前从省舞蹈家协会获
悉，由省舞蹈家协会主办，新余市文联、新余市舞蹈家协
会承办的“永远跟党走”第五届江西省群众舞蹈展演在新
余市举行。

经过激烈角逐，南昌毓秀艺术团代表队的《我的祖
国》、新余市红舞团代表队的《扶贫好支书》、南昌市老年
大学代表队的《红》、赣南师范大学代表队的《与妻书》获
得一等奖，萍乡市红舞团代表队的《咱们工人有力量》等5
个节目获得二等奖，南昌市红歌舞会艺术团代表队的《在
灿烂阳光下》等7个节目获得三等奖。此次展演共有全省
24支优秀舞蹈团队参加。

萍乡安源区加快旅游项目
建设步伐

本报萍乡讯（通讯员彭清华 张建辉）作为省、市、区
重点旅游项目之一，5月以来，萍乡市安源区多次召开安
源路矿旅游景区创5A工作调度会，进一步明确景区发展
定位,在规划建设中增加景区业态、丰富景区内涵，实现工
业旅游与红色旅游的有机结合，擦亮“红色安源”品牌。
这是安源区加快旅游项目建设步伐的缩影。

近年来，安源区进一步完善旅游项目建设管理体制，
紧盯目标任务，夯实责任，妥善解决项目推进中遇到的问
题，确保项目按期完工。目前，红色文旅小镇、海绵小镇、中
医药养生小镇建设加快推进；阳光花海、三湾生态旅游度
假区、金丝楠木田园综合体、十里花溪、青山农旅片区以及
总投资25亿元的凯光新天地旅游度假区一期等项目已经
对外开放。南正街、梦想天街、天虹广场、润达国际等城市
旅游休闲商业综合体也建成并运营，拉动消费数十亿元。

省体育局开展“我为群众办
实事——夏送清凉”活动

日前，省体育局精准把握专业运动队需求，开展“我
为群众办实事——夏送清凉”实践活动，为冒酷暑、战高
温冲刺备战西安全运会的教练员、运动员送上防暑降温
物品，把清凉送到一线。

9 月中下旬，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将在陕西西安举
行。根据运动队备战全运会工作安排，今年省体育局结
合党史学习教育中“我为群众办实事”的实践活动，有针
对性地选择省田径游泳运动管理中心、省水上运动管理
中心、省射击运动训练中心、省网球中心的室外训练项
目人员开展“夏送清凉”慰问活动。 （王 蕾）

“我撰写的报告文学《中国宁红》反映
了修水县几代茶人的奋斗历程。”8 月 23
日，在一个文化沙龙的现场，《中国宁红》
作者、修水籍作家徐春林娓娓讲述修水茶
文化的生动故事。

修水县产茶历史悠久，是江南著名茶
区之一，自古就是种茶的好地方。“2020
年，修水县茶园面积 20.1 万亩，规模生产
基地 362个，全县有茶叶企业 671家，茶业
综合产值约21亿元……”修水县茶叶协会
会长梁天柱介绍。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
12 月，修水县拥有国家级龙头茶叶企业 1
家、省级龙头茶叶企业9家、市级龙头茶叶
企业 20 家，有茶叶专业合作社 191 个，家

庭农场191个。
产业因茶而兴，农户因茶致富。茶叶

是修水产业扶贫支柱产业之一，如今每年
参与茶产业的农户约4000人，年人均增收
3500元以上，其中江西梁天柱茶叶有限公
司就吸引3600余茶农参与。

近年来，修水县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和茶业现代化为主线，坚持“品牌
优先”战略，集中力量“做优基地、做强企
业、做精科研、做响品牌、做美茶乡”，茶园
面积稳固扩大，茶叶产量逐年提升，市场体
系逐步完善，品牌价值日益凸显。该县在
全省率先对各类茶企品牌进行大胆整合，
例如将红茶品牌全部整合到“宁红茶”品牌

内，对企业产品实行“母子”商标管理，使得
修水县茶叶品牌影响力和知名度得到进一
步提升。2020年，双井绿茶和宁红茶品牌
价值分别达9.05亿元和16.82亿元。

一个个茶叶品牌的崛起，离不开政策
的有力支持。“我们大力支持茶企进行自主
创新，技术上给予支持，资金上予以奖励。”
九江市修水茶叶科学研究所相关负责人表
示。据悉，修水将茶叶列为全县农业四大
支柱产业来抓，成立了修水县茶产业发展
工作领导小组，设置了茶叶发展专责机构
——修水县茶产业工作办公室，出台了《修
水县扶持茶叶产业发展奖补细则》，明确对
幼龄茶园管理、茶园基地建设、品牌创建与

宣传、茶叶企业建设、专业合作社建设、市
场拓展、标准化体系建设、茶企参展参评等
各项茶事工作中有突出成绩的给予奖补。
此外，该县重金奖励开展省市级科研攻关
项目、成功创建相关研究中心的茶企。

为大力推广修水县茶叶，该县还通过
扶持茶叶企业入驻京东、阿里巴巴、微信
客户端等平台，多渠道搭建电商营销网
络。据介绍，该县每年通过电商平台达成
茶叶销售额近 2 亿元，一大批中小企业通
过直播销售、有效降低了新冠肺炎疫情带
来的影响。如今，在修水县，越来越多的
茶叶变成了“金叶”，托起了乡村振兴的致
富梦。 （李 征）

修水：茶文化“越嚼越入味”

以事业带产业 以产业促事业

南昌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发展有力
本报记者 钟秋兰

昔日偏远的铅山县葛仙村，如今因生态旅游而大放异彩。图为夜幕下流光溢彩的场景。本报首席记者 杨继红杨继红摄

氤氲的烟雾、淡淡的艾

香……8 月 20 日，在南昌市

红谷滩区九龙湖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中医治疗室，两位老

人正躺在推拿床上接受热敏

灸治疗。记者看到，他们的

腹部位置有一个小木盒，

木盒顶部有六个一元硬币

大小的圆孔，其中三个圆

孔里插着艾条，缕缕青烟

袅袅升起。

说起热敏灸治疗，老人

竖起大拇指点赞，其中今年

67 岁的马建民对记者说：

“热敏灸对治疗老年人风湿

病效果明显，家门口就有这

样的医疗服务，真是方便。”

这是南昌市顺应群众就医需

求，提升中医服务能力的一

个缩影。近年来，南昌市全

面贯彻落实中医药强省战

略，精准发力，积极作为，大

力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推

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全市中

医药事业得到长足进步。

◎ 资源共享
完善中医药事业发展体系

我省中医专家告诉记者，“治未病”可
实现“未病先防，已病早治，既病防变，病
愈防发”。

近年来，南昌市积极筹措市级专项资
金，推进中医治未病中心、中西医结合治
疗中心和热敏灸康复联盟中心（灸疗中
心）建设，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
健康需求。

2020 年 7 月 28 日，南昌市洪都中医院
治未病中心被确定为中医临床省级重点
专科建设单位，该院也成功获批江西（南
昌）颈肩腰腿痛病诊疗中心建设单位。近
年来，南昌市洪都中医院治未病中心在老
中青三代中医“传帮带”作用下，通过独特
的中医体质辨识体系、十层脉诊法、阴阳
三焦舌诊定位法、中医特色治疗等特色诊
疗体系，创立了“洪都治未病·养生”品
牌。目前，该院正与腾讯公司合作成立十
层脉 AI 研究室，后期将研发健康测评干预
产品。

近年来，南昌市不断健全中医药服务
体系，提升中医服务能力。他们以三级中
医医院为龙头组建南昌市热敏灸康复联
盟、治未病联盟、中医骨伤专科联盟，有效
推动中医资源共享，提高中医药服务能力，
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通过“传、帮、
带、教、做”给基层医疗机构带去先进的中
医药经验和技术，既提高基层医疗技术水
平，又使患者在基层享受到上级医疗机构
同等水平的服务，真正实现医生流动服务、
病人本地就诊，实现医疗资源合理利用。
2020 年以来，南昌市在疫情防控中充分发
挥中医药优势作用，坚持中西医并重、中西
医结合、中西药并用，实现中医药对确诊患
者、密接人员、复工复产人员等六类人员的

“六个全覆盖”，获得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高

度认可。
此外，南昌市印发意见和实施方案，全

力推进热敏灸产业发展。目前，西湖区辖
区内的江西省热敏灸医院作为全国唯一的
热敏灸专科医院和国家灸疗推广基地，已
成为全省中医产业孵化平台；江西省中医
学院岐黄国医书院及岐黄中医门诊部聚集
中医优势资源，以诊疗带教学，实现产学研
一体化发展。另外，西湖区辖区内的南昌
市热敏炙小镇（社区）建设如火如荼。

◎ 强基固本
提升中医药服务保障水平

近年来，南昌市不断完善管理机制，强
化文化品牌、人才队伍建设，激发并满足人
民群众多层次、多元化中医药健康需求。

2018 年，南昌市有关部门顺利完成
《江西省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
考核注册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的起草工
作，并在新建区举行了首次考试。2020
年，中国民间中医医药研究开发协会喻嘉
言学术研究中心落户南昌市洪都中医
院。该中心举办了首届喻嘉言学术高等
论坛暨新时代中医药事业与产业融合发
展高峰论坛，编纂了《江南圣医喻嘉言》。
同年，古装微电影《圣医喻嘉言》举行开机
仪式，以全民抗疫为背景，讲述喻嘉言与
钱谦益的故事。

记者了解到，南昌市目前投入 30 余亿
元资金，重点提升中医医院服务能力，打
造区域重大疑难疾病中医诊疗中心、中医
药学术传承与人才培养中心、中医药成果
转化推广中心。截至去年底，该市 128 家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中，119
家能提供中医药服务，占比 93％，其中 108
家建有中医馆。2019 年至 2020 年，该市在
中央项目经费的基础上，再筹措市级专项
资金，按每个中医馆市级拨付 5 万元、县区

配套５万元的标准新增30多个基层中医馆
市级资金项目。预计今年年内，该市将完
成基层医疗机构中医馆项目全覆盖。记者
了解到，南昌市洪都中医院二期工程项目
（含中医药传承创新工程重点中医院建设）
已进入到实质性建设阶段；江西省中西医
结合医院瑶湖分院项目已正式立项。

◎ 扬优成势
大力推动中医药产业发展

8 月中旬，在南昌市新建区一家药食
同源中药材基地，数百亩成片的中药材长
势旺盛等待收割。该基地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现在中医药种植扶持力度越来越
大，他们越干越有劲。

据了解，南昌市从 2019 年起，加大对
中药材种植基地建设的支持力度，新建集
中连片 100 亩以上中药材种植基地，新建
药食同源中药材基地每亩补助 100 元，一
年生中药材基地每亩补助 400 元，多年生
中药材基地每亩补助 800元。

此外，南昌市加快了中医药产业集中
培育，加强了中医药产业配套保障。该市
结合旅游创建和幸福产业发展，整合江西
中医药大学、华润江中集团和湾里健康养
生资源，推动中医药养生、健康活动、医药
科技、健康产业发展，着力打造全省健康
养生高地和幸福产业集群区。目前，热敏
灸国医馆、龚千锋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
承工作室、江中科研中心等已投入运营。

与此同时，南昌市把江中药谷核心区
建设与南昌市湾里管理局“打造四个中心”
战略紧密结合，通过区域性休闲度假中心、
区域性健康养生中心、区域性文化娱乐中
心、区域性旅游集散中心的项目建设，为中
医药产业健康发展提供坚实的配套保障。
目前，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实验中小学已
挂牌，开设了中医药教育中小学实验班。

鄱阳县深挖文化资
源，复原明清街巷，再现

“饶州古镇”风采。
本报记者 黄锦军摄

文旅兴 乡村美 百姓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