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一个民宿就是一面旗帜， 引

领当地乡村发展， 带动当地百姓致

富。” 婺源县文广新旅局局长方良

福说， 乡村振兴的核心要义是人的

回归、 文化复兴、 理念升华。 通过

民宿的撬动， 美丽乡村转化为“ 美

丽经济 ”， 综合带动了乡村生态 、

文化与经济和谐发展， 有力促进了

乡村振兴。

“ 家园者，不外乎环境、生活、人

情三位，文化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三

者之中，环境为基础。 ”

2011

年，北

京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吴志轩将清华

镇“ 九思堂”老宅改造成婺源第一家

民宿。此后，他把古徽州文化融入民

宿主题，向客人们讲述婺源故事，还

带领团队发起“ 纯净如你， 清澈如

我”乡村河道清淤公益活动，带动更

多人参与乡村环境改善， 守护碧水

蓝天的乡愁。

粉墙黛瓦的古村、 静谧秀丽的

山水、多姿多彩的文化、原滋原味的

农家生活， 成为婺源民宿的卖点。

2015

年，全国优秀景观设计师马志

刚来到“ 中国儒商第一村”思口镇思

溪村，投资

1000

余万元打造了“ 花

田溪”民宿，在静谧沉香的徽州民居

基础上完美融入意式风情， 短短三

年时间，“ 花田溪” 成为婺源最具人

气的民宿之一。此外，“ 花田溪”解决

了当地

50

余名村民就业，带动了村

民共同致富。马志刚希望通过“ 花田

溪”对外传递他对人生的一些思考，

在拼搏奋斗之余， 能回到一个原始

淳朴的地方修补自己的内心。

经过近

10

年发展，婺源已经拥

有精品民宿

100

余家，床位

3000

余

张， 每张床位年创造收益约

45000

元以上， 民宿产业正成为婺源实现

向休闲度假旅游转变和推动农村经

济的重要引擎。

“ 好的民宿不仅给当地带来经

济效益， 更重要的是传递和表现当

地文化，通过民宿

IP

触摸到当地悠

久本色的人文历史。 ”方良福表示，

很多从事民宿行业的人都会提到

“ 温度”二字，其背后映射的是当地

文化的体验和交流， 传递民宿主人

与来客之间的文化互动， 传导乡村

文化的继承与保护。

上月，江西省出台了《关于促进民宿健康发展的意见》，《意见》

提到预计到

2023

年，将推出一批有故事、有体验、有品味、有乡愁

的精品民宿，全省民宿接待能力、就业人数、经营业绩实现翻番，

形成特色鲜明、业态多元、服务一流、规模发展的民宿业。 如今，

民宿既是一种平淡的回归，又不失一种诗意的栖居。 在水墨青山

的婺源，民宿已经成为旅游的一张“金名片”。

灵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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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饶招牌菜系

——— 横峰“港边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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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风景 不同的精彩

周 刊

旅游

乐行走

本报讯 记者陈建 见习记者洪霞报道：

8

月底， 第十六届

海峡旅游博览会

(

简称“ 海峡旅博会”

)

和

2020

第六届中国

(

厦

门

)

国际休闲旅游博览会

(

简称“ 休闲旅博会”

)

在厦门国际会展

中心举办，为期三天。上饶市葛仙村度假区及婺源等景区亮相

此次博览会，并开展文化旅游宣传推介。

展会现场，上饶展区人气爆满，各式各样独具婺源特色的

旅游资源、精品线路、文化创意作品吸引了众多游客市民和媒

体聚焦。黄花花、熊猫鸟等是婺源好礼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旗下的系列文创，它不仅仅是一个产品、也是一个婺源文化的

符号、更是一个承载文化的载体，意义非凡。“ 婺源有这么丰富

的美景和资源，让人耳目一新，有机会一定要带家人去看看。 ”

厦门市民感慨道。

为了全面展示上饶的旅游资源、 旅游产品以及非物质文

化遗产， 让更多的人了解上饶， 走进上饶。 葛仙村度假区也

作为大美上饶重点旅游景区应邀参加此次博览会， 并开展文

化旅游宣传推介。 葛仙村度假区独具特色的旅游资源、 精品

线路、 文化创意作品吸引了各地旅游业界参会人士和媒体聚

焦。 葛仙村工作人员积极主动地推介旅游资源、 线路及产

品， 热情洋溢地提供全方位的旅游咨询和业界交流服务， 并

通过赠送旅游地图、 折页、 画册等旅游宣传品和纪念品， 展

示葛仙村度假区旅游形象。 “ 没想到上饶还有这么美的夜

景， 太让人期待了， 有机会一定要带家人去看看。” 听取了

工作人员对葛仙村度假区的夜游产品介绍后， 厦门市民期待

万分。

据悉，作为跨省团队游恢复后首个文旅展销盛会，本届展会

内容涵盖八大主题，覆盖了主题度假、研学、蜜月婚旅、养生康养、

智慧旅游、生活休闲、文旅商贸等产业。海峡旅游博览会是目前大

陆唯一面向两岸四地、“ 海丝沿线”国家和地区，甚至更远的“ 一带

一路”北、中、南线国家旅游业界的品牌展会。 本次旅博会占地

5

万平方米，约有

2000

个标准展会，展出内容涵盖的八大主题形成

休闲文化旅游全产业链，主要活动概括为“

2+3+4+N

”。

本报讯 记者陈建 见习记者洪霞报道

:

近日，灵山工匠小

镇全面建成暨翼天·欢乐世界盛大开园典礼隆重举行，这标志

着国家

4A

级景区———灵山工匠小镇全面建成开放， 槠溪老

街、欢乐世界、悦麓开元观堂酒店、茶油工坊四大业态首次以

完整的姿态面向公众正式亮相。

据了解，灵山工匠小镇的全面建成，融“ 吃住行游购娱”于

一体，丰富上饶旅游的业态，开创了“ 旅游

+

扶贫”、“ 旅游

+

文

化”、“ 旅游

+

生态”的多元文旅新模式，有效地解决了上饶市区

景强城弱的问题，丰富上饶市旅游产品业态，有效联动了三清

山、灵山等景区。 同时已经开业的槠溪老街、悦麓开元观堂酒

店，丰富了上饶旅游的产品配套，完善了城市的夜游业态，助

力上饶夜游经济发展。

灵山工匠小镇以打造上饶城市旅游目的地为己任， 整合

上饶各旅游业态，把城区和景区旅游资源充分融合，将灵山、

婺源、三清山等景区与小镇一起打造成旅游集群，推动上饶旅

游的发展，重新定义了市民休闲消费新方式，为“ 大美上饶”书

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提升了城市软实力，是上饶旅游的新

名片、新窗口。

作为上饶新晋的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 灵山工匠小镇先

后荣获“ 江西省旅游风情小镇”、“ 上饶人民最喜爱的乡村旅游

点”、“ 第五届中国游乐行业奥斯卡‘ 摩天奖’”、“

2018

江西省

文化创意大赛‘ 文化融合创意优秀奖’”、上饶夜经济网红打卡

地等荣誉。未来，灵山工匠小镇将继续深入挖掘本地特色的文

化内涵，融合“ 文化

＋

旅游”的业态，强化运营服务质量，开启文

化旅游消费新模式，打造文化旅游新亮点，加快推进上饶文化

强市建设。

上饶景区

惊艳亮相第十六届海峡旅游博览会

灵山工匠小镇

全面建成，开启欢乐盛宴

主料：土鹅

辅料：大蒜、青红辣椒 适量

调料：盐、鸡精 适量

做法：

1

、港边土鹅经手工活杀拔毛后，切成大小均匀的块

2

、锅内放油烧热，倒入鹅块、大蒜、辣椒爆香

3

、将爆香的鹅块放入砂锅内，小火慢炖至熟烂，装盘即成

横峰当地有言“ 你可以不看‘ 横峰八景’， 但

不可不吃港边鹅 ， 否则你不能算是真正到过横

峰。” 港边鹅俨然已经成了横峰的一个美食地标。

此菜在

2011

年被上饶市旅游局评为“ 游客最喜爱

的十大名菜评选活动银奖” 以及“

2012

年上饶市

十大名菜”。

港边鹅， 产自横峰县港边乡， 以农家食草白

色土鹅为佳。 养鹅是采用最“ 土” 的方法， 直接

把鹅赶到地里去吃草或用五谷杂粮喂食。 这样比

饲料养殖的时间要长， 但是鹅肉更为结实， 肉质

也更加香嫩。

据传白鹅是忠于爱情的家禽， 彼此一旦结成

伉俪， 便终身相伴。 至今在横峰港边乡， 青年男

女订婚时， 男方家长总要给女方送去一对鹅， 祝

愿一对新人能像鹅那样相亲相爱， 忠贞不渝。 正

因横峰港边人自古爱鹅， 也爱用鹅做主菜， 一道

道围绕鹅的美味佳肴便层出不穷。

横峰人烹饪时用料讲究鲜嫩， 加工讲究煮 、

煲、 炖， 烹调讲究原汁原味。 港边鹅的做法同样

如此， 采用纯天然绿色食材， 烹饪时选择的辅材

和配料， 都是在一次次试验中摸索出来的“ 最佳

配方”。 烹制过程中从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和非食用

色素， 是一道老少皆宜的纯绿色知名菜肴。

能够成为当地美食人气王， 关键还在于其优

质美味所带来的营养价值。 民间自古就有“ 喝鹅

汤， 吃鹅肉， 一年四季不咳嗽” 的说法， 用鹅熬

制的高汤， 经过秘制调味， 搭配多种药材， 补阴

益气、 暖胃开津、 祛风防湿。

小 链 接

横峰港边鹅做法

“ 早上在窗边听水声，晚上在房

里看星空， 不写作的间隙在古村的

巷子里找找灵感，很是惬意，工作放

松两不误。 ”周远是一名编剧，他在

婺源县浙源乡虹关村的水岸边民宿

里已经住了半个多月。他表示，等手

头的剧本写好，再转“ 投”婺源下一

家民宿。

“ 田中有水，水岸有宅，宅中有

园，园里有屋，屋中有院，院中有树，

树上有天，天上有月……”民宿，既

是一种平淡的回归， 又不失一种诗

意的栖居。在水墨青山的婺源，民宿

已经成为旅游的一张“ 金名片”。 在

婺源，民宿是一扇窗，引领人们发现

乡村之美和乡村的价值； 民宿又是

一座桥梁，一头连接城市，一头连接

乡村，为城乡统筹、乡村振兴提供了

新的可能。 据统计，婺源有民宿

754

家，房间总数

7727

间，床位总数达

15492

张。

百花齐放、 竞相争艳的民宿产

业， 已经成为婺源乡村振兴和旅游

发展的新增长级，成为“ 中国最美乡

村” 打造全国乡村旅游及乡村振兴

的示范和标杆的重要组成部分 。

2019

年， 该县接待游客

2463

万人

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244.3

亿元；

其中民宿产业贡献超

20

亿元，间接

带动

4

万余人就业。

“ 将军府”“ 俞家大院”“ 花满堂”

“ 流苏小筑 ”“ 西冲院 ”“ 吾宅臻品 ”

……婺源的民宿， 有的分布在绿洲

旁、小溪边，有的坐落在竹树林下、

古村中。 富有创业创新精神的民宿

主人在乡村、在田间、在古宅深度挖

掘、创意打造，勾勒出一幅百花齐放

的民宿版图。

婺源民宿的发展，得益于文化传

承、生态建设、旅游发展、产业升级打

下的基础，更得益于当地党委政府的

综合施策。

2011

年，婺源县委、县政府

抓住获批全国唯一国家乡村旅游度

假实验区契机， 谋划民宿产业发展，

确立了打造“ 中国乡村民宿样板区”

的发展定位。 随着民宿产业的发展壮

大， 该县适时制定 《 婺源县民宿标

准》，配套出台《 婺源民宿管理办法》；

此外，该县还大力实施“ 旅游

+

民宿”

战略，县财政每年安排专项资金

2000

万元对乡村民宿发展进行重点扶持，

并引导成立婺源民宿协会，推动民宿

行业规范自律。

“ 通过持续出台地方标准和指

导意见， 有效引导了我们民宿业主

和服务人员对照标准开展经营业

务，促使我们的民宿越做越好，游客

评价越来越高。 ” 婺源民宿协会会

长、厚塘庄园民宿业主刘芳如是说。

自协会成立以来， 婺源民宿协会每

年均会召开年会， 当地的民宿业主

们济济一堂，共话婺源民宿发展。

加快产业升级，最美乡村树立标杆

引领示范效应，民宿产业遍地开花

激活乡村旅游，美丽经济留住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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