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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降临，南昌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
华灯亮起、流光溢彩，游客流连忘返；景德
镇陶溪川热闹非凡，漫步其中，仿佛穿行
在陶瓷文化的时光隧道……一个个热闹
的夜间文旅消费场景刻画出江西文旅夜
经济的剪影。

近年来，各地结合区域特色谋划设
计，推出丰富多彩的夜间文旅产品，盘活
多元“夜”态，点亮夜经济，形成了一批夜
间文旅消费集聚区。为进一步放大文旅
融合效应，繁荣发展夜间文旅经济，近日，
江西公布首批 14处省级夜间文旅消费集
聚区。

既有烟火气 也有文化味

入夜的庐山牯岭街灯火通明、霓虹闪
烁，游客到此或观看电影《庐山恋》，或欣
赏牯岭、九江上下两城万家灯火，或茶室
品茗，或挑选心爱的文创商品，享受繁华
的“不夜山城”。

不仅是庐山，近年来，全省各地的夜
晚都热闹起来，文旅融合项目及产品在夜
色中充分绽放，既繁荣了夜间经济，也丰
富了人们的生活。

点亮夜经济，释放新“夜”态。新阶段
的夜游需要更多的烟火气来凸显本土的
文化气质，在重塑美好生活的同时，更好
地满足人们对诗和远方的向往与探寻。

南昌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复原古代
赣派民居建筑，保留完整的历史街巷肌
理，突出场景沉浸式体验；抚州文昌里有
众多的古老建筑和历史遗迹，是抚州的

“历史档案馆”和“老城博物馆”；赣州江南
宋城历史文化街区发掘当地特色宋文化
资源，被游客誉为“活态宋城博物馆”；新
余赣西民俗风情街以赣派古韵建筑风格
为主，清一色的青砖灰瓦尽显民俗特色主
题街区的风貌和底蕴；景德镇三宝蓬艺术
聚落以陶瓷文化创意为核心，集创新创
意、研发设计、国际艺术交流、互动体验、互联网+电商、生态旅游为
一体；黎川古城1.8公里长的老街、34条小巷子，分布着上百幢明清
古建，讲述着老街的故事；萍乡南正街历史文化名街以萍乡历史故
事情节贯穿整个街区，以明清赣西民居为主，将老街、城墙与凤凰池
等历史风貌重现在世人面前；婺源梦里老家以演艺为核心元素，集
特色古镇、实景演出、民宿集群、旅居康养于一体，成为婺源之旅的
夜游主场和度假胜地……

夜间吃、喝、玩、游、购、娱所构造的新业态要想讲好城市故事，
要有意识地用文化塑造城市灵魂。我省首批省级夜间文旅消费集
聚区，挖掘地方特色文化，形成夜间经济文化品牌或文化地标。如
今，这些地方已成为游人体验赣鄱文化的热门之地、市民感悟浓浓
乡愁的心灵寓所。

多业态融合“色香味”俱全

夜游、夜经济在文化旅游业中的应用并非新鲜事物，早已落地多
年。随着行业的成熟，业态面临升级，江西文旅夜经济悄然迭代。这
场关于“夜”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一个鲜明特征——跨界融合。

新余赣西民俗风情街以品传统民俗文化、观民俗演艺、吃民俗
小吃三条主线，引入以新余为核心及赣西周边特色民俗小吃、土特
产、旅游工艺品、非遗文化演出等特色休闲业态。

黎川古城景区内有传统文化类展馆、体验馆、特色馆几十家，传
统的手工艺如修钟表、钉杆秤、做圆木等随处可见，还有古床博物
馆、团村战斗纪念馆、张恨水旧居等经典旅游观光景点。

萍乡南正街将萍乡的历史文化、传统文化、民俗文化、地方特色
和现代商业有机融合，打造成一个集旅游观光、文化展示、休闲购
物、美食娱乐为一体的“最萍乡”历史文化名街。

婺源梦里老家散发着浓厚的古徽州历史文化气息，酒肆茶楼、
勾栏瓦舍、艺术中心、非遗文创、徽州美食、风味小吃等应有尽有；非
遗板凳龙、徽剧、傩舞、抬阁等随处可见；汉服穿越、街头演艺、古风
快闪、提灯游园、夜游星江等欢乐有序。

提振夜间文旅经济、繁荣夜间文旅消费，如今已经成为各地的
选择。夜游业态也从传统的夜市、夜宵发展为夜食、夜秀、夜游、夜
演、夜购、夜娱、夜宿等，涵盖吃住行游购娱，营造多维度体验空间，
让夜景亮化、形象美化、经济活化，把夜间文旅消费大餐做得“色香
味”俱全。

数量要增多 质量要提高

夜间经济是百姓的烟火、城市的光芒、美好生活的体现，成为推
动新一轮消费升级的重要力量。

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进一步激发文化和旅游消费潜
力的意见》和《关于加快发展流通促进商业消费的意见》，明确鼓励发展
夜间文旅经济，鼓励开展各类夜间文旅活动，带动夜间消费，提出“到
2022年，建设200个以上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今年文化和旅
游部印发《“十四五”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再次提出“建设200个以上国
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并于7月5日发布开展第一批国家
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建设工作的通知，进行推动。

发展夜间文旅经济，江西在行动。近年来，全省文化和旅游系
统持续推进资源开发、项目开发、产品开发，建设了一批精品景区、
精品线路、新兴业态，打造和推出了一批夜间文旅消费新产品新业
态。接下来，我省将对各集聚区实施动态管理，通过定期和不定期
相结合的形式开展集聚区建设和发展情况督查。同时要求各地加
强对集聚区建设和发展工作的指导，推动各集聚区提质升级，充分
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激活夜间文旅消费，做强做大夜游市场，各地已形成共识。这
是新蛋糕，也是新命题。“发展夜间文旅消费经济不是一时的应对之
举，而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长久之策。”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
表示，下一步，我省将顺应城乡居民和广大游客的夜游消费升级和
消费体验的新需求，完善供给体系、丰富供给业态、扩大供给数量、
提升供给质量，培育更多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推动全省夜游经济
持续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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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好绿水青山 换来金山银山

“绿色资溪”的民生畅享
本报记者 李新科

森林覆盖率87.7%，位居全国前列；生态环境综合评
价指数名列中部地区第一；被称为“中国天然氧吧”和“动
植物基因库”，拥有众多国家级生态名片，这是资溪生态
底色。

坚持绿色发展与生态保护齐头并进，不断提升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这是资溪执政者的发展观。

林下兴经济，众多群众圆了小康梦

农历处暑前后，正是采红菇的季节。清晨 5时，石
峡乡茶园山村的十多个村民匆匆吃完早饭便从家里出
发，行走近十里山路，来到山上采摘红菇。采摘回来的
红菇晒干后，就等着县城的商贩上门收购，再销往福建
等周边市场。

春摘笋干，夏采药材，秋采野菇，冬挖冬笋，应季节
变换，石峡乡 7 个村都有数十人从事山货山珍采购和
木竹经营，人均年收入5万元左右。在资溪，一年四季
生长不绝的野生中药材、野茶、野菜及竹笋等各种山珍
山货，正成为他们增收致富的新选择。

森林，是资溪人的宝；森林，蕴藏着无限的财富。
许多资溪人看到了其中的商机，成为“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领头人和践行者。全县 50余家绿色生态企
业发起成立纯净资溪生态产业协会，推动森林旅游、中
药材、白茶、养蜂等行业资源共享合作发展，吸纳带动
超 10亿元社会资本投入，极大提升了全县生态产业产
品整体价值。

石峡乡森林覆盖率高达93.5%，拥有种植优质中药
材得天独厚的条件。2019年，乡里引进一家生态科技公
司，以公司自种、公司+村集体合作、村集体自种、公司+
村集体+脱贫户合作等方式，种植黄精、粉防己、金银花
和草珊瑚等中药材 3000余亩。由此，农民既可获得稳
定的山林土地流转租金，又有务工收入和药材加工销售
分红，还带动全乡7个村集体经济年增收16万元。

近年来，资溪县各乡镇（场）通过各种方式，吸引本
土商人返乡创业，发展林茶、林蜂、林药、林养等林下经
济，推动绿色生态富民产业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农民的
日子过得越来越滋润。

着眼可持续发展和资源永续利用，唱响生态环境
这个发展主题词，资溪县在全省率先创建“两山银行”，
探索打通“两山”转化通道的“资溪方案”；在全国率先
实施山长制，再由山长制向林长制提升；启动封山育
林、人工造林和低产低效林改造工程，取得良好社会和
经济效益。与 3 年前相比，全县毛竹林流转价格每亩
增长近 2 倍，杉松木林流转价格每亩平均增加 500 余
元，荒山流转价格每亩增长2倍以上，活立木蓄积量增
加108万立方米。近5年，全县累计提供生态岗位超过

1万个，农户仅从林业获得的收益年人均达2000余元。

山水织美景，各方百姓有了新收获

来自浙江的吴希伟兄弟俩及家人，早年凭着勤劳
和智慧，抓住 2018 年大觉溪旅游景区建成时机，种植
50余亩葡萄供游人观光采摘，年收入超百万元，并吸纳
6个当地农民季节性务工。景区负责人介绍，这条由县
里斥资打造的长 7.3公里的大觉溪旅游观光带，密布 6
个葡萄采摘园，还有面包广场、民宿、美食村、乐享果
玩、滑翔伞基地、萌宠乐园、农耕文化园和四季花海等
项目，涵盖吃住娱购游。

谈到近些年资溪迅猛发展的绿色经济，县委书记
吴淑琴说：“山城资溪，只有立足自身优势，把青山绿水
循环畅通起来，才能让县域经济发展充满朝气、产业发
展绿意盎然，才能让一方水土造福一方百姓。”

以产业多元价值开发利用和融合发展为抓手，开拓
山水绿色发展新空间。资溪县旅游龙头大觉山景区集
团，适应当前游客需求多样化趋势演变，新开发峡谷探
源、冰雪世界、攀岩、高空滑道和步步惊心等项目，既兼
顾生态效应又提升景观效果，游客流量持续攀升。而集
赏古树名木、奇石奇峰、悬崖峭壁和原始森林美景，以及
蹦极、滑索和VR场景等于一体的独轨观光车项目，将于
明年5月竣工迎客，可提供170个就业岗位。

资溪县还充分发挥大觉山国家 5A 级和 3 个国家
4A级景区的龙头辐射带动作用，不断延伸和丰富旅游
产业链，力促林旅、农旅、文旅、体旅全方位融合发展。
利用高山流水，开发建设大觉溪、真相乡村等精品旅游
带，以及野狼谷、法水森林温泉、狮子山养生养老基地
等一批森林旅游精品景区。一条集个性化村落体
验、田园农事参与、乡野食宿感知等为一体，被评
为国家 4A 级景区的真相乡村慢生活生态旅游
景观走廊已初具规模，覆盖沿线4个行政村46
个自然村，直接受益农户1250户、5067人，影
响带动沿线乡镇近3万人。目前，全县以绿
色为底色的商务游、会展游、研学游、文化
游、森林探险游、低空滑翔飞行游、观鸟
观星赏月游等新兴旅游业态层出不穷，
形成旅游商机的集聚效应，助力景区沿
线百姓增收和乡村振兴。

活动引客流，富民之路
越走越宽广

“不离乡不离土，在家门口就找
到了工作，一家人过上了幸福安稳

的好日子。”在南源村民宿做保洁的村民曾文娟和她的
七八个同事姐妹高兴地对记者说，她们每月工资有
2000多元。像她们一样，今年56岁的村民林天生负责
南源宿集20栋已开业民宿的保安工作，一个月有3000
元收入。

给曾文娟、林天生等工作和生活带来改变的，是南
源民宿的兴起。今年 7 月，由当地民营企业家林涛联
合另外 7 名投资人，共同规划建设的南源宿集已有 20
栋 70 间房开门迎客。林涛对记者说，等到 12 月份，还
有30间房投入使用。

谁能想到，这些民宿之前都是无人居住的空置房，
经过不到 8 个月的精心设计和整体改造，成了游客的
打卡地、投资人和村民的“聚财屋”。

如今，一个深入挖掘面包文化、竹文化、古街文化
和畲族文化特色，投资兴建民宿的热潮正在资溪涌
现。县里通过给予资金补贴等政策引导，重点打造以
南源民宿为代表的“最美溪畔田园”民宿，以年代民宿、
野狼居为代表的特色风情民宿，以大觉古镇为代表的
高山古建民宿。目前，全县已建成民宿 25 家，在建民
宿有 10 家，已有床位数 500 余个，加速了当地康养游、
特色游、休闲游的形成。

今年4月21日，以“纯净资溪·飞鸟乐园”为主题的
中国·江西资溪观鸟赛，吸引了来自全国 20 个省的 18
支队伍参赛。历时 3 天的赛事结束，参赛选手直呼大
饱眼福，称资溪“动植物基因库”的美誉名不虚传。

要让秀美的山水资源变为百姓的财富、振兴乡村
的产业，关键是提升“绿色资溪”的品牌效应，高质量构
建全域旅游新资溪。资溪在客源引流上开动脑筋，从
首届江西森林旅游节到资溪国际白茶节，从大觉山森
林漂流节到环鄱阳湖自行车越野精英赛，从资溪面包
文化旅游节到大觉山国际半程马拉松，从
罗浮名家联袂千名画家写生资溪到清凉山
国家森林公园乡村国际设计挑战赛，从

“舌尖贡鱼相约法水”直播活动到“县长带
您探秘纯净资溪”大型网络直播，一个个
特色经贸、文旅活动，让资溪人气火爆。
已连续举办三届的中国（资溪）竹产业
高峰论坛，吸引全国30多家科研院校、
近 200家企业齐聚资溪；今年 5月举办
的 2021 首届“智汇资溪”人才大会暨

“两山”实践创新高峰论坛，与厦门大
学、北京交通大学和江西财经大学等
9所高校签订项目合作协议……

一系列政府搭台、部门唱戏的
节庆和营销活动，引来高端客源流
量，资溪接待能力也快速提升，旅
游业实现一日游向两夜三日游的
转变，过夜游客近年来以 30%的
速度递增。2020 年，资溪县实
现旅游综合收入 27.55 亿元，
相当于全县年人均从旅游产
业获益2万余元。

资溪县九龙湖国家湿地公园景色迷人。 特约通讯员 吴志贵摄

9 月 2 日，果农
及游客在宜丰县新
庄镇万坊村猕猴桃
基地采摘猕猴桃。
近年来，该县积极
调 整 农 业 种 养 结
构，加速推进“一村
一品”建设，助力乡
村振兴。

特约通讯员
何贱来摄

﹃
一
村
一
品
﹄
助
乡
村
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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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觉山下南源村新改造的民宿吸引游客入住大觉山下南源村新改造的民宿吸引游客入住。。一大早一大早，，游客在游客在
清澈的小河边呼吸大觉山的新鲜空气清澈的小河边呼吸大觉山的新鲜空气。。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新科摄李新科摄

抚州文昌里历史文化街区夜经济蓬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