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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产业研究院主办，环宇

文化科技支持举办的“

2020

中国旅游演艺大会”在西安

圆满落幕，婺源大型山水实

景演出 《 梦里老家》 荣获

“

2019

年中国实景旅游演

艺十强”。

婺源《 梦里老家》大型山

水实景演出以婺源历史文化

为内容、以月色星空为大幕、

河流山川作舞台，展现古徽

州文化的厚重和耕读文明的

精髓。 在春夏秋冬四季轮回

中演绎了徽商创富的艰辛历

程、坚贞不渝的爱情绝唱、科

举辉煌的兴盛和睦、淡泊归

隐的人生境界，是一台融艺

术性、民族性于一体的视听

盛宴。

据了解，《 梦里老家》自

2015

年公演以来，深受游客

喜爱，累计演出

1000

多场，

接待观演

100

多万人次，有

效填补了婺源夜间旅游的空

白，取得了社会效益、经济效

益双丰收。

（ 林晨 单长华）

横峰讯 横峰县司铺乡

通过招商引资的方式，投入资

金近

1000

万元，整合火车小

镇原有资源，打造了“ 七彩童

年、快乐周末”亲子游主题乐

园，受到了广大游客的青睐。

近日， 上饶市

300

多名

幼儿及其家长来到火车小镇

开展亲子活动，绿树、鲜花环

抱的乡村广场上，玩得不亦乐

乎。乘坐老式蒸汽小火车的时

候，孩子们不时欢快地跑来跑

去，脸上洋溢着笑容。“ 带孩子

来这里很方便，我们玩得也很

开心。 ”游客姚先生说。

集火车文化、科普教育、

休闲游玩、购物娱乐等多功能

于一体的“ 火车小镇”，为乡村

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 火车

小镇现在有水上乐园、 小火

车，后期还有丛林穿越、卡丁

车、攀岩、历史博物馆，预计明

年将为刘家村增加集体收入

20

万元。 ”火车小镇生态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说。

（ 黎佳伟）

信 息 快 递

《梦里老家》跻身“中国实景旅游演艺十强”

横 峰 火 车 小 镇 成 亲 子 游 “ 新 宠 ”

11

月

14

日，游客在婺源县严田景区抓拍“农耕晚归”

的美丽场景。

随着现代化机械加入农耕， 传统的耕牛已悄然淡出人

们的视线。为打造特色旅游，婺源县将农耕文化与乡村旅游

相结合，请来当地老农牵牛从古桥上、小河旁经过，再现夕

阳西下农耕晚归的景致。 此举不仅吸引来众多游客和摄影

爱好者，还有效促进了农民增收。 记者 张钦 摄

广丰讯 在丰溪田园邂逅悠然， 到古驿小丰村品味慢

时光，游王家大屋打开丰富灵魂的时光隧道，到“ 天然氧

吧”铜钹山接受“ 森林浴”的洗礼……初冬时节，广丰大地

妩媚多娇，好山好水好风景令游人沉醉，深厚的文化底蕴

让游客折服。“ 十三五”期间，广丰加快“ 文化

+

旅游”的融

合步伐，充分发挥山水人文优势，加速文化旅游产业结构

调整和融合，推动文旅产业联动发展，走出了一条“ 以文

助旅，以旅彰文”的创新路子。

一批重大项目纷纷崛起。 广丰坚持“ 项目为王”，狠抓

旅游板块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 编制了全区文旅产业发

展报告，绘制了全产业链项目图谱，包装了

20

个重大项

目，重大旅游项目投资累计达

150

亿元。 丰溪唐韵旅游街

区、九仙湖婚姻民俗文化村、现代农业示范园等一批景点

开门迎客；华家源、石井峡谷、丰溪田园、梅溪生态园等一

批“ 巧而精”的特色乡村旅游多点开花，形成“ 一龙头、一

中心、四片区”的全域旅游空间立体开发格局。 与此同时，

广丰依托文物古迹、非遗项目、老字号、老品牌 、传统美

食、传统村落等，把优质的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与旅游业发

展相结合，推动非遗融入食、住、行、游、购、娱各环节，打

造四条以“ 观光、休闲、度假、养生”为主题的特色旅游精

品线路。

如今， 广丰在优化文旅项目建设上又迈出坚实的步

伐：总投资

3

亿元尚绿商业综合体项目已开工建设；总投

资

10

亿元月兔奥莱文旅小镇项目正全速推进中；总投资

3

余亿元城市公园项目已基本完成建设，成为城市夜游的

最佳打卡点。

一批文旅品牌被擦亮。 广丰始终坚持大旅游、 大文

化、大融合思路，大力开展品牌创建活动，完善旅游基础

设施，健全服务功能，提升服务水平、丰富旅游业态，文旅

联动、融合提升。 五都社山头遗址、东阳龙溪祝氏宗祠、嵩

峰十都王家大屋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东阳乡龙

溪村、 嵩峰乡十都村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铜钹山景

区、 红木文化创意产业园荣登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之列；

“ 国家级水利风景区”“ 全国首批徐霞客游线标志地”“ 江

西省生态旅游示范区”“ 中国天然氧吧”花落铜钹山景区；

夏布制作工艺、 广丰木雕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入选第

一批江西省传统工艺振兴目录……截止目前， 广丰拥有

国家

3A

以上景区

3

个， 江西省

4A

级乡村旅游点

3

个，

3A

级乡村旅游点

16

个，摘得中国旅游商品大赛银奖、铜

奖各

1

个……放眼全域，真是一点一景观，处处有悦动；

一段一特色，处处有期待！

文旅活动精彩纷呈。 广丰立足美食、马家柚、天桂梨、

河红茶等农优产品，从特色旅游产业入手，以本土乡情民

俗为点睛，连续承办

3

届上饶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文化

搭台、经贸唱戏，让文创成为广丰文旅融合悦动的音符，

不断擦亮广丰文旅品牌；成功举办了“ 上饶乡村旅游过大

年（ 广丰） ”、赣浙边际蓝莓文化旅游节、千人杀猪美食节、

荷花采莲芋头宴等文旅活动，让舌尖与艺术相遇，美味与

文化相融，一批网红节庆、网红美食，汇人气、树名气、亮

品牌，形成了“ 有花就有节，有果就有节”广丰乡村旅游闪

亮的名片。

文化润民步履铿锵。 投入

8000

余万元区文化馆、图

书馆， 投入

3400

万元的区融媒体中心先后投入使用；城

南文化创业园、竹航山文化公园、王贞白公园、丰溪文化

公园等近

30

万多平方米的文化主题公园拔地而起；扎实

推进村（ 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全区建成了

228

个文化服务中心、

470

个文体广场、

1120

个应急广播、

228

个农家书屋及图书阅览室、

12

个村史馆、

13

个书院，实现

全区村（ 社区）文化服务中心覆盖率、“ 五一个”建设率“ 双

一百”。

文化产业高歌猛进。 广丰先后制定出台了《 广丰区文

化产业发展扶持奖励办法》《 广丰区红木木雕产业管理办

法》等政策举措，设立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支持项目

超

150

个，累计金额达

1.2

亿元，持续为文化产业的发展

释放政策红利。 结合本地特色旅游资源， 重点打造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铜钹山和红木文化创意产业园、全国首批

徐霞客游线标志地白花岩等精品文化旅游线路， 推动设

立国家级的书法创作基地，唱响品牌。 积极参与省市系列

推介活动，借船出海，架桥铺路，不断拓展广丰文化特色

和本土品牌的宣传渠道和空间。 加大了文化产业招商力

度，重点谋划和推进月兔奥莱文旅小镇、石井峡文旅综合

体、铜钹山红色文化教育基地等重大文化项目建设，增强

文化产业发展活力。 （ 徐卫清 余敏）

广丰“文旅融合”做大做强文化产业

县（市、区）文化产业巡礼

耕 地 主 要 是 种 粮 食 的

信 江 时 评

创 建 全 国 文 明 城 市 ， 建 设 温 馨 美 好 家 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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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防止耕地“非粮化”

稳定粮食生产的意见》， 要求采取有力举措防止耕地

“非粮化”，切实稳定粮食生产，牢牢守住国家粮食安

全的生命线。

古话说：“五谷为养。 ”谷物生产是国家粮食安全

的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确保谷物基本自

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对绝大多数中国

人来说，小麦、水稻两大口粮加上玉米，三大谷物就是

粮食安全的主体，必须确保种植面积和产能稳定。 随

着经济社会发展，人们饮食结构升级，出现“副食化”

特点，但肉蛋奶也是间接消费粮食，这更加凸显了防

止耕地“非粮化”的重要性。

防止耕地“非粮化”，靠法治，靠考核，靠监测。要严

格执行新的土地管理法、 农村土地承包法及基本农田

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 省级政府要切实承担起保障本

地区粮食安全的主体责任， 将粮食生产目标任务分解

到市县。 要按中央要求，把严禁耕地“非农化”、防止耕

地“非粮化”全面纳入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考核、省级

政府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 要综合运用国土卫星遥

感技术，开展耕地种粮情况监测，建立耕地“非粮化”情

况通报机制。 各地区要对本区域耕地种粮情况进行动

态监测，将倾向性、苗头性的问题掐灭在萌芽状态。

防止耕地“非粮化”，要解决苗头性问题，更要解

决源头性问题。 必须完善粮食生产支持政策，解决粮

食生产比较效益低问题。 要落实奖励政策，健全利益

补偿机制， 着力保护和调动地方各级政府重农抓粮、

农民务农种粮的积极性。 要支持家庭农场、农民合作

社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完善小麦稻谷最低收购价政

策。特别要强调的是，按中央要求，在坚决遏制住耕地

“非粮化”增量同时，务必因地制宜，稳妥处置耕地“非

粮化”存量问题，避免急于求成“一刀切”砍果树铲苗

木，影响农民生计。 （ 王立彬）

11

月

19

日， 市卫生计生

综合监督执法局组织卫生监督

员， 对市中心城区疫苗接种工

作进行专项监督检查。 工作人

员通过现场检查的方式， 从疫

苗的接收、购进、运输、储存、使

用登记等环节入手， 对疫苗管

理情况、 医疗废物处置情况等

进行全方位监督检查， 保证疫

苗使用安全。

王调翁 摄

再现农耕美景

鄱阳城管部门通过撮合流动摊贩合伙开

店的方式，当起代办员，开设绿色通道———

让流动摊点在门店安家

叫卖声、吆喝声，声声入

耳！一直以来，鄱阳城区各处

的流动摊点给市民生活带来

方便的同时， 也对城市规范

化管理带来了不小的难题。

鄱阳县城管局通过撮合流动

摊贩合伙开店的方式， 当起

了代办员，开设绿色通道，帮

忙办理食品安全许可证等相

关审批手续， 让流动摊点在

门店安了“ 家”。

漂亮的门店里， 摊位有

序排开，各类食材、工具放得

整整齐齐。 摊位店家都身穿

统一服装， 佩戴着口罩炒制

食物。日前，鄱阳中心城区各

处新开了几家小吃城， 吸引

了不少市民前来品尝。 谁能

想到，几个月前，这些店家还

骑着三轮车东躲西藏呢？

“ 我们是

8

月

6

日开业

的，现在有

12

个摊位，包含

各类小吃。在这里，我们多了

遮风挡雨的地方， 经营环境

好了， 顾客也吃得干净、卫

生、放心。 ”胡先生是位于鄱

阳城区饶州南大道帅特龙小

吃城的合伙人之一， 他告诉

笔者， 里面的摊贩全部都是

从附近的五一广场的流动摊

点搬过来的。“ 以前在广场摆

摊，每天总是提心吊胆，现在

虽说需要承担一部分租金，

成本多了一点， 但是心里安

稳不少， 可以安安心心做生

意，收入也很稳定。 ”胡先生

脸上的笑容怎么也藏不住。

除了帅特龙小吃城外 ，

在城区还有

3

家同样的小

吃城，分别是位于商业街的

商业街小吃城、位于中心大

道的回味小吃城、位于西经

一路的中央城小吃街，都是

由流动摊贩“ 组队”经营的。

“ 我们开业两个多月了 ，有

15

个摊位。现在鄱阳正在大

力开展创建国家卫生城市

和创建国家文明城市，我们

也知道流动摆摊不是长久

之际，大家就在城管局的组

织下一起找了这个店面。 ”

中央城小吃城摊主熊先生

之前也是一名资深的 “ 游

击”摊贩。

“ 城区各处的流动摊点，

给城市管理带来了非常大的

压力。 但是摊贩也是因为生

计才从事这个工作， 我们要

管理好， 也要理解他们的难

处。”鄱阳县城管局有关负责

人表示。 通过让流动摊点在

门店安“ 家”，实现流动摊点

从随意摆摊到规范有序，城

市管理从冲突不断到经营摊

贩、群众纷纷点赞，从源头上

纾解流动摊点导致的各类问

题，维护了城市管理秩序。

（ 祝颖 余婷）

本报讯 记者任晓莉报

道

:11

月

20

日， 上饶市领导

干部“ 廉内助”培训班在方志

敏干部学院开班。市委常委、

市纪委书记、 市监委主任陶

亮出席开班仪式并讲话。

陶亮在讲话中指出，要深

化思想认识， 切实增强当好

“ 廉内助”、培育好家风的思想

自觉，当好“ 廉内助”，把好家

庭“ 廉洁关”； 要认清当前形

势，切实增强当好“ 廉内助”、

培育好家风的责任感、 使命

感，严管自身、严管子女和身

边人，不触碰法律和纪律的底

线；要协助抓好监督，切实发

挥“ 廉内助”在督促领导干部

廉洁从政中的积极作用，做到

自重、自省、自警、自励，一同

筑牢拒腐防变的“ 家庭堡垒”，

为建设廉洁上饶建新功。

为深入推进廉洁上饶建

设，切实增强领导干部配偶廉

洁意识，筑牢拒腐防变家庭防

线，市纪委市监委、市委组织

部、市妇联联合举办了为期两

天的“ 廉内助”培训班。期间安

排观看警示教育片、 分组讨

论、《 红色家书》诵读、家风教

育、 党纪条规学习等活动，全

市近

200

名正县级领导干部

的配偶参加培训。

上饶市领导干部“廉内助”培训班开班

陶亮出席开班仪式并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