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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顶层设计着手
布好红色旅游发展蓝图

2014年11月，虽寒意逼人，但在江西
井冈山、庐山、三清山等各大景区景点内到
处都能见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

“我们来这里就是想看一看当年红军战
斗过的地方。”来自北京的齐键虽然已经步
入古稀之年，但依然健步如飞地走在井冈山
著名的朱毛红军挑粮小道上。

记者从江西省旅游委获悉，2004年至
2013年的十年间，江西的红色旅游发展步
入快车道，累计接待游客量达到4.16亿人
次。

江西，就如同一个没有围墙的历史博物
馆，八一起义总指挥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临时中央政府旧址、黄洋界哨口工事遗址等
红色革命旧址星罗棋布，点缀于江西的秀美
山水之间。

据有关部门统计，江西全省登记在册的
革命旧址、旧居和战斗遗址共有2000多处。

虽然红色文化资源丰富，但在新中国成
立到改革开放后一段时期，井冈山、瑞金、安
源等革命圣地一直被视为革命传统教育阵
地，作为一种潜在的旅游资源而存在，前来
参观的人也并非完全意义上的游客。

如何利用好这些丰富的红色资源走出
一条独特的红色旅游发展之路？江西选择
了从“顶层设计”着手。

1999年，江西在全国率先提出“红色旅
游”概念，并出台了《关于加快旅游业发展的
决定》，首次提出将革命圣地作为重要的旅游
资源进行战略性研究开发。2004年1月，由
江西省发起，联合北京、上海等地发布了《七
省市发展红色旅游郑州宣言》，这一举措在全
国引起了巨大反响。接着，江西又率先组织

编制《江西省红色旅游发展纲要》，启动
全省发展红色旅游工作机制。

江西的红色旅游资源这么多，面
面俱到不现实，江西省旅游发展委员

会副主任李瑞峰说，因此纲要中确
定了以龙头带动全省红色旅游发
展的思路，重点打造井冈山旅游

区，同时建设南昌等旅游
集散地。

如今，江西已经形成
了以井冈山红色旅游区
为龙头，南昌、瑞金、萍
乡、上饶红色旅游区为基
点，南昌、赣州为集散中
心，中国红色旅游概念线

路、江西红色文化旅游金牌线路、赣湘红色
文化旅游精品线路、赣闽粤红色文化旅游
精品线路、赣浙沪红色文化旅游精品线路
和赣鄂红色文化旅游精品线路为产品的红
色旅游精品体系，在全国唱响了“红色摇
篮”的品牌，红色旅游成为江西省的旅游支
柱经济。

红色旅游产品化
让历史“活”起来

一栋房子，一根棍子，一个话筒子，这是
许多游客传统印象中的红色旅游，说教味
浓、枯燥无味。然而，在江西，记者体验到的
红色旅游却是鲜活生动的。

11月中旬，井冈山市拿山乡茶坪村，晚
上8时，大型实景演出《井冈山》开始了。以
茶坪村最原始的山水为舞台背景，以井冈山
当地的农民为演员，一段革命战争年代井冈
山活生生的历史在眼前铺开。

“为了让游客在不知不觉中接受红色教
育，我们倾力把红色旅游产品化。”李瑞峰
说，江西在旅游产品的设计中非常注重把当
年的故事开发出来，“把故事产品化，游客就
很容易接受，也就达到了润物细无声的效
果。”

这种体验性强的红色旅游产品在江西
比比皆是。在井冈山，“吃一顿红米饭，唱
一首红军歌，走一趟红军路，读一本红军
书，听一堂传统课，扫一次红军墓”的“六个
一”活动，将红色旅游与思想教育结合起
来，寓教于游。在瑞金，一段约为10公里
的当年工农红军长征时走过的路，被打造
成“长征体验游”旅游产品，沿途恢复当年
苏区时期的历史风貌，并发动当地农民群
众积极参与，让游客们在“情景再现”中“亲
历”难忘岁月。

跳出“红色”
发展“红色”

“红色吸引人，特色留住人。”李瑞峰说，
江西在红色旅游的发展之路上，不仅仅把眼
光放在了“红色”上，井冈山旅游的发展就是
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井冈山管理局一位工作人员介绍说，现
在他的每一次推介都有一句重要的推介词，

“井冈山不仅是红色的，更是绿色的，它是一
座成功之山、财富之山、生态之山。”据介绍，
目前井冈山已经开发出了红色朝圣之旅、绿
色观光之旅、蓝色休闲之旅、金色成功之旅、
古色民俗之旅等多元化的产品结构，大大扩

展了井冈山的游客面。
“井冈山的转型发展之路也是目前江西

红色旅游的转型发展之路。”李瑞峰说，江西
跳出了“红色”发展“红色”，将红色之魂、绿
色之美、古色之特相融合，产生出旅游强大
的生命力，这是江西红色旅游得以领跑全国
的“法宝”之一。

如今，井冈山、瑞金、上饶等重点红色旅
游区，已基本形成了一个由“吃、住、行、游、
购、娱”等旅游要素构成的比较完整的产业
体系。井冈山相继投资改造了挹翠湖，开发
了龙潭、笔架山、大峡谷等生态旅游景区；萍
乡、瑞金、兴国等地，在做好“寻访红色故
都”、“重走长征之路”的同时，还开发了客家
民俗风情游、高山草甸生态游等多种复合型
旅游产品；上饶市一些县区利用龟峰、三清
山等风景名胜游，带动当年赣东北根据地的
红色旅游。

老区百姓
成发展旅游业的“主角”

一提起老区，许多人脑海中浮起的第一
个词是“贫穷”。“通过发展红色旅游，我们不
仅改变了老区的面貌，还让老百姓的钱袋子
真真正正鼓起来。”李瑞峰告诉记者，红色旅
游的快速发展，成为江西老区经济的有效增
长点，使老区经济方式实现了由“救济型”向

“开发型”的转变，红色旅游成了老区人民脱
贫致富的有效途径。

从泰井高速路口转入井冈山红色旅游
区时，一座屹立在路边的“井冈红旗”钢塑给
记者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它红得耀眼，飘得
潇洒，提示着进山的人们：前方是井冈山核
心景区。顺着“井冈红旗”舞动的方向望去，
有一座古色古香的村寨，青砖黛瓦、飞檐翘
角的徽派民居整齐漂亮，火红的牌匾、灯笼、
旗帜透着喜庆。这就是有“井冈第一村”之
称的厦坪镇菖蒲古村。

近年来，井冈山形成了以草坪村、菖蒲
古村、白银湖为代表的三大“农家乐”饭店聚
集地，上百家“农家乐”饭店如雨后春笋般成
长起来。

目前，江西全省的红色旅游直接就业人
数达55万人，300万人间接因红色旅游而实
现就业。在井冈山、瑞金等地，许多老百姓
自发地加入到旅游产业的队伍中，曾经的

“泥腿子”上岸做起了导游、组建了旅游车
队，开起了旅行社和旅游商品专卖店，自觉
地成为当地旅游业的推动者。而这种来自
民间的力量，将成为当地旅游发展最长久的
动力。

“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是毛泽东在江西这块红土地上写下的一句脍炙人口的诗句。和这诗句一
样，近年来江西的旅游发展也“风景独好”。到江西去重走一段长征路，品尝一瓢红井水，织就一双红军草鞋，接
受一次红色洗礼已经成为一种时尚，红色旅游成为江西叫响全国的品牌，助推着江西向旅游强省前进。

海南，拥有着独特的“红色精神”，革命规模虽不算大，特殊的地理位置却造就了孤岛奋战23年红旗不倒的
奇迹。但是，长期以来海南的红色旅游资源虽然很丰富，却存在着景区分散、规模偏小，景点文化和内涵提炼、整
理不够，硬件设施不全等问题。全岛齐头并进建设国际旅游岛的进程中，如何发展红色旅游打造海南另一独特
旅游名片，并将其运作成红色经济，让当地老百姓在旅游发展中谋到实惠，江西的丰富经验有着有益的借鉴意义。

■ 本报记者 张靖超

菖蒲古村位于泰井高速的出口旁，离
井冈山新市区5公里，高山屏障，风景秀
丽，是上井冈山的必经之路。这个古村建
筑风格独特，沿路家家都开农家乐，112户
人家，有21户开了农家乐，其中最有名的
是位于村口的“农家餐馆”。

2009年春节，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来到井冈
山，让这家原本不足20平方米的小店一下
子火了起来，一批批慕名而来的游客把店
主吴建中的“农家乐”当成了井冈山的又一
个“旅游景点”，促使他不断扩大餐馆的规
模。

2014年11月17日，记者慕名来到吴
建中的农家餐馆。不巧吴建中有事外出，
他的儿子吴辉见到记者一行，兴致勃勃地
介绍起情况来。

吴辉告诉记者，他的父亲年轻时做木
工，上世纪80年代开始承包手工艺联社，
后来成为村镇企业经理。2005年，他又经
营餐饮，步步走在时代潮头。

2007年，听闻村口开通了高速公路，
吴建中将餐馆从厦坪镇搬回来，成为村里
首个“农家乐”。“当时的生意很一般，农家
乐的年收入也仅有一万多元。”吴辉说，为
了补贴家用，他和弟弟都去了外地打工。

直到2009年1月25日，大年三十，胡
锦涛代表党中央亲切看望慰问井冈山革
命老区干部群众，并来到吴建中的家，使
这家人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胡锦涛同志和我们一起拉家常，还
走进厨房拿起锅铲炒栗子，来到院子里推
石磨磨豆腐。后来，还品尝了我家自酿的
水酒。”当时在场的吴辉回忆说。

“我爸说，富裕生活依靠党，当年餐饮
收入只有1万元。而现在，餐馆由当年的1
个包厢、接待二三十位客人，扩大到如今
的14个包厢、一次能接待300人，单单农
家餐馆的年毛收入就从1万元
爆涨到100万元，3年涨了100
倍。”吴辉说。

吴建中的“农家餐馆”彻底
火了，甚至成了著名景点。

在吴建中的带动下，有着
112户人家的菖蒲村，如今已经
有21户人家开办“农家乐”，这
些餐馆平均每天都要接待10批
以上的客人。

吴建中一家的农家餐馆就
像点点星火，燃起整个老区的红
色旅游致富之势。近年来，在政
策的倾斜帮扶下，井冈山农民收
入来源由单一种植水稻，发展为
集特色种植养殖、农事体验、休
闲垂钓、民俗文化为一体的“农
家乐”旅游产业。

吴辉告诉记者，如今，菖蒲
古村112户村民，有21户开了

“农家乐”，少则每年挣十几万
元、多则几十万元，不少家庭因
此过上了富裕的生活。

借红色旅游致富

■ 本报记者 赵优

“啊呀勒哎，红军阿哥你慢慢走勒，小
心路上就有石头，碰到阿哥的脚指头，疼在
老妹的心里头……”

在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冈山，徜徉龙潭景
区的游客总能听到《红军阿哥你慢慢走》那
朴实动人的旋律。而这首歌的原唱者就是
江满凤。这位当地无人不知的“井冈百灵”，
现在仍是景区里一名普通的清洁工人。

2014年11月17日，记者在井冈山见
到了江满凤。个子不高，身材微胖，利落的
短发，再加上一副眼镜，江满凤给人的第一
感觉是“朴实”。可一开口唱起红歌，宛转
悠扬的歌声便将人们带到烽火岁月中的种
种情景。

1970年，江满凤出生在井冈山小井村，
她的爷爷江治华就是一名红军战士。17岁
时，为给务农的家里增加些补贴，江满凤应
聘到井冈山龙潭景区，成了一名清洁工
人。450米长的包干地山势峻峭，瀑高潭
深，江满凤从不叫累，有时还会哼几句红歌
给自己解闷。

“是游客的一句话改变了我的一生。”
江满凤回忆道。1998年，一队游客行走在
山路崎岖的龙潭景区，累得气喘吁吁，看到
游客体力不支，正在前头打扫的江满凤便
高声唱起了红歌。像是感受到了歌中的激
荡情怀，疲惫不堪的游客竟然循着她的歌
声一路攀登上来。“要不是你的歌声，我们
还爬不上来呦！”游客们握着江满凤的手，
连声道谢。

“原来红歌不仅可以给人力量，还能让
游客们更了解井冈山。”江满凤萌发了为游
客演唱红歌的念头。就这样，《红军团结
歌》、《送郎当红军》等一曲曲情真意切、令
人荡气回肠的红歌逐渐唱响在井冈山景
区，而江满凤，也成为井冈山的一个独特的
风景。

江满凤的歌声不仅深受游客的欢迎，
还飞出了大山深处，飞进了电视荧屏。
2008年，央视大戏《井冈山》在井冈山实地
拍摄，《红军阿哥你慢慢走》也被定为电视
剧的主题曲，她先后应邀在中央电视台《心
连心》、《星光大道》等栏目中传唱井冈山的
红歌。2013年，江满凤还出了个人专辑。

江满凤“红”了，家里也开起了“满凤酒
楼”，日子一天比一天好，可她仍选择坚守
在景区清洁工人的岗位上。“我没有什么文
化，扫地时唱唱歌我很满足。如果游客们
听着我的歌能获得力量，我觉得我的价值
就实现了。”江满凤说，作为一名红军的后
代，更应该在平凡的岗位上自觉奉献。

如今，江满凤还是拿着扫帚，在熟悉的
路段上做着自己熟悉的事，也总会唱起自
己编唱的歌曲《欢迎各位来井冈》：“欢迎各
位来井冈，欢迎各位来观光，红色记忆记心
上，绿色就是好风光……”

红军后代 井冈百灵

江西在全国率先倡导发展红色旅游，精心打造品牌，做出锦绣文章

““红色摇篮红色摇篮””育出绿色崛起育出绿色崛起
■ 本报记者 许春媚 江西日报记者 钟端浪

进入井冈山红色旅游区时，一座屹立在路边的“井冈红旗”钢塑鲜艳醒目。 本报记者 李幸璜 摄

井冈山新貌。 本报记者 李幸璜 摄

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