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漳江边上，红水河畔，天眼之城，生态黔南。
都匀螺蛳壳景区的银装，吸引着一批又一批的摄影爱好者；福泉洒金谷的风景，增加了

冬日的韵味；瓮安猴场景区，引来一批批忆峥嵘的游人……春节期间的黔南，旅游市场呈现
了良好的趋势。

红色文化 促进发展
1934 年 12 月 31 日至 1935 年 1 月 1 日，一群历史的巨人驱动着长征的铁流在瓮安猴场下

榻，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猴场会议”。会议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决定红军立
即强渡乌江、北上遵义，解决军事指挥权和红军战略方向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实现了战略方
针的转变，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奠定了基础，为长征的胜利打下了基石，被誉为“伟大转
折的前夜”。

在建党百年华诞之际，今年春节，瓮安猴场会议会址也迎来了不少“忆峥嵘”的游客。
先参观猴场会议纪念馆，再参观纪念馆旁边的猴场会议会址，来这里参观的人很多，一批接
一批，散客跟随团队参观并听讲解员讲解，共同接受一次革命传统教育。

“每年都有上万名游客来到猴场会议会址和纪念馆参观。”猴场镇相关负责人介绍， 红色
文化不仅激励了游客，更激发了猴场人的精神力量。

在红色旅游的带动下，在革命精神的激励下，瓮安县猴场镇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随处可
见鳞次栉比的楼房，特色产业遍地开花，贫困发生率由 2014年的 14%降为了零。草塘千年古
邑区修整一新，与邻近的红色景点交相辉映，成功创建第二批全国特色小城镇。

黔南的多彩，在于鲜艳的红色文化。这里，诞生了一大代表邓恩铭，“不惜惟我身先
死”。这里还有红色特工冷少农，“一纸情报抵万兵”。还有“北起卢沟桥，南止深河桥”的中
国抗日战争结束之地。

历史的脚步从这里走过，留下了说不完的英雄故事，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奋勇前行。黔南
将依托红军在黔南的主要行进线路，以红军历史事件为主脉，串联打造红色旅游精品带，推
动长征文化园建设。黔南旅游，也在这红色文化的渲染下，遍地开花。

盘活景区 创新玩法
1月28日，2021中国·荔波第十六届梅花节正式开幕上线。此次网络梅花节以“青梅竹马

好时光·康养宜居正当时”为主题，通过VR沉浸体验技术实现“一部手机游梅原”。游客可
通过浏览活动页面扫码进入。网友们纷纷评论，线上赏梅，也别是一番风味。

1月27日，都匀经济开发区的炬蜂民国欢乐小镇开始试运营，作为贵州首个沉浸式民国主
题潮玩地，也是贵州唯一全沉浸互动式演艺景区，炬蜂民国欢乐小镇以民国时期为主要背
景，打造网红 IP人物线上线下精彩演艺。

不仅如此，都匀秦汉影视城、杉木湖等景区丰富的“年节”活动，让“就地过年”的人
们感受到了浓浓的年味。游客高先生说：“今天就是来看看，没想到这么好玩。”高先生是留
在黔南过年的外乡人，因为疫情，今年没能回去东北老家。“这也是我们家第一次留在黔南过
年，这里风景挺好，玩的也多，这个年过得挺开心的。”

数据显示，截至 2月 17日大年初六 14:30，都匀市重点旅游景区 （景点） 累计接待游客
29.22万人次，累计旅游综合收入2.85亿元。

老景区，新玩法。黔南立足实际，从游客角度出发，重点打造一批可看又可玩的景区和
项目，增强游客娱乐体验中的新奇感、参与性、趣味性。把娱乐体验与特色商品生产结合起
来，打造诸如水族马尾绣制作、蜡染制作、牙舟陶制作、茶叶烘炒等一批富有文化内涵的主
题体验项目，让游客有事可做。继续开展系列赛事活动，把良好生态环境与娱乐游玩结合起
来，让游客在青山绿水间享受健康生活、体验人生乐趣。

近年来，黔南高度重视和关注旅游工作，对全州旅游业发展进行安排和部署。全州上下
联动、凝心聚力，围绕“吃住行游购娱”六要素系统抓、综合抓的旅游发展理念，着力研究
提炼鲜明的黔南旅游形象定位，重点以“治乱、归位、提升”为切入口，系统推进旅游行政
管理体制、景区管理体制、基础设施运营体制和涉旅企业改革。

激发市场 未来可期
2021年，中国共产党将迎来自己的百年华诞。在刚刚过去的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决战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十三五”圆满收官，“十四五”全面
擘画。

为激发旅游市场潜力，黔南围绕打造综合旅游目的地这一目标定位，依托现有旅游资源，科学规划，合理引导，以市场
为主导，以资源为纽带，以长期效益为出发点，统筹投入与产出的关系，重点扶持具有发展潜力的景区做大做强，将有限资
源用在刀刃上。

——进一步优化“一圈两带”全域旅游空间布局，在旅游项目建设上加强统筹，实现全州“一盘棋”。立足区域内整体
旅游资源，加强各县（市）之间的对接交流，加强景区联合、线路融合和企业整合，策划、开发，推出一批以“黔南过夜
游”为基本形式的精品旅游路线产品，吸引游客、留住游客。

——以乡村旅游度假区功能完善、提质扩容为抓手，结合乡村振兴打造一批景观村落、景观廊道，提升既有景点品质，
增加乡村旅游产品，吸引目标游客群体，提高乡村旅游综合效益。

——推动图书馆、文化馆、体育馆、博物馆对外开放，提高使用效益，合理适度发展演艺、灯光秀、“深夜食堂”等夜
间经济，吸引外来游客到城市消费。培育一批文旅融合示范园区，推动传统技艺、传统美食、表演艺术等项目在园区聚集转
化，支持州内重点文化旅游园区，创建国家级示范园区（基地）。

——加大康养企业的招引力度，推出一批康养度假区，大力开发一批文化康养型、生态康养型、度假产业型和体育文化
型等康养度假产品，形成产业发展的品牌效应和集群效应。抓好智慧旅游，以5G和“新基建”为契机，提高旅游信息化程

度，为发展智慧旅游打好基础。加快开发完善，尽快推
出使用。

今年花胜去年红，更待明年花更红。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黔南将书写旅游发
展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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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博黔南的百年之变—绿博黔南的百年之变

本报讯 记者从州有关部门了解到，春节前夕，我州共发
放各项兜底保障资金 1.8亿元，其中：1.73亿元用于 2021年 1
至2月24.5万名城乡低保、特困供养、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
童等对象；280 万元用于 0.2 万人次城乡困难群众的临时救
助，420万元用于 1至 2月 3.74万名重度残疾人的护理补贴，
确保全州困难群众不仅“有钱过年”，而且还能及时购买到年
货，过上一个吉祥喜庆的春节。

据州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为让困难群众过好牛年春
节，除了发放保障金，还专门对分散特困供养人员、留守儿
童、留守老人进行走访慰问。同时，主动公布社会救助求助
电话、安排专人值守、备足乡镇临时救助备用金、设立“寒
冬送温暖”临时救助站点等，确保困难群众“求助有门、受
助及时”。

（吴陆玉 罗再高 本报记者 韩延洁）

我州发放1.8亿元兜底保障金确保困难群众过好春节

冬日的惠水县好花红镇弄苑村，远处的群山早已披上了
冬装。建档立卡户、四组村民周太学家，火红的灯笼点缀门
廊，诱人的腊味挂满房梁，贴上“福”字的窗花让家里又添
上一抹暖色。就在大年三十这一天，周太学准备了一顿特殊
的年夜饭——佛手瓜宴。

在种植佛手瓜以前，周太学一家也曾种过玉米，但收益
不高。周太学算了一笔账，以前种玉米的时候，每年的收入
约为8000元，但去年只种植了6亩佛手瓜，年收入却达到3
万元。“而且以前种植的玉米并不好卖，现在佛手瓜销路
好，我准备今年再多种上几亩。”

佛手瓜产业良好的增收效益，让老周于 2017年成功脱
贫。今年他的荷包更鼓了，年货备得也比往年多。于是，老

周寻思着怎么让这个
年过的跟以前不太一
样，打算以自家种的
佛手瓜为食材，做一
顿佛手瓜宴。

佛手瓜宴的想法
得到了家里人的一致

同意。大年三十这一天，妻子刘美琴和大女儿周江兰早早将
自家产出的大个佛手瓜清洗、削皮、切片。在一家人的共同
协作下，佛手瓜炒腊肉、凉伴佛手瓜、清炒佛手瓜、佛手瓜
炖排骨，一顿丰盛的佛手瓜宴新鲜出炉了。

往年除夕，习惯喝上一口酒的老周今年戒酒了，换成了
佛手瓜酿造的佛手瓜汁。为了榨这佛手瓜汁，老周今年特意
买了一台新的榨汁机，大女儿周江兰和二女儿周江桃兴奋地
说道，这以后不仅可以榨自家的瓜汁，还可以拿来榨喜欢吃
的水果，真是太好啦。

在准备吃年夜饭前，大家围成一桌，老周特意拿出了自
己用来记录种植佛手瓜的账本，跟家人算起了增收账。翻看
着自己一笔一笔亲手记下的账本，这一年下来的收入，老周
欣慰地笑了。想到来年的光景，老周更是喜上眉梢。

“来，为咱们的幸福生活干一杯。”老周放下账本，端起
杯子。“叮”的一声，传来一家人碰杯的清脆声音。屋内，
铁炉子火烧得分外热，更显得家里温暖如春。

截至目前，惠水县在深石山区发展种植 5.2 万亩佛手
瓜，实现年产值2亿元，带动4000余户群众增收，实现“小
捧瓜”带动“大发展”。

佛 手 瓜 年 夜 饭佛 手 瓜 年 夜 饭
本报惠水记者站 吴发富 胡本贵

本报讯 按照省委、省政府统一安排，2月 18日，节后上
班第一天，州、县、乡、村四级干部职工与全省同步举行以“开
展国土绿化·建设生态文明”为主题的2021年义务植树活动。

州委书记唐德智，副省长、州委副书记、州长吴胜华，州政
协主席魏明禄，州委副书记、州委政法委书记罗桂荣，州委常
委，州人大常委会、州政府、州政协领导班子成员，都匀军分
区、州法院、州检察院、武警黔南支队主要负责同志，州直有关
部门、都匀市、都匀经济开发区有关负责同志在州级植树点参
加植树活动。

植树启动仪式上，唐德智通过视频连线方式，向省委、省
政府汇报了黔南州国土绿化及义务植树安排情况。他说，“十
三五”以来，黔南州始终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

坚持厚植生态优势，成功举办第四届中国绿化博览会，坚持实
施林业提质增效工程，完成营造林 360 万亩，森林覆盖率从
56%提高到 66% ，绘就了绿水青山新画卷。“十四五”时期，黔
南州将坚守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大力实施大生态战略行动，
以生态文明建设出新绩为目标，以绿色黔南引领工程为抓手，
不断推动国土绿化和林业生态建设，力争每年实施营造林80
万亩，为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作出黔南新贡
献。

当天，全州 7800余名干部职工在 107个义务植树点同步
开展植树活动，种植树苗10.8万余株，植树面积1700余亩。

图为植树活动现场。
（本报记者 张航进 冯小东 摄影报道）

我州举行2021年“开展国土绿化·建设生态文明”义务植树活动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州工业和信息化局了解到，为贯彻
国家、省、州对春节期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各项指示精
神，鼓励黔南州工业企业员工春节期间留在黔南健康过年，
今年春节期间，州工信局及各县（市、区）工信、商务部门向春
节留岗“就地健康过年”的工业企业职工发放新春礼包。

据了解，对春节期间 （2月 8日—2月 20日） 保持连续
生产的规模以上民营工业企业，实行分档奖励，由企业自
行统筹奖励给留在黔南过年的外省籍员工。对春节期间保
持连续生产，就业在 100 人以内的企业，按每户 5 万元奖
补；就业在100至1000人之间的，按每户8万元奖补；就业
在 1000人以上的，按每户 12万元奖补。对今年 2月实际用

电量超过 2020年全年月平均用电量 80%的规模以上民营工
业企业，我州将分行业、分档次给予 5至 50万元的增产增
效奖励。

除此之外，各县（市、区）工信、商务部门及各工业园区还
将继续做好安全生产和工业领域疫情防控工作，督促企业落
实安全生产和疫情防控的主体责任，抓好安全隐患排查整治
工作，做好应急值守、假期值班，督促企业把各项疫情防控措
施做实做细，引导职工做好个人防护，加强健康监测，减少人
员聚集，切实做好应急处置人员、物资准备，做好留在工作地
的员工春节期间保障工作。

（本报记者 姜来 实习生 张倩）

我州向春节留岗“就地健康过年”工业企业职工发放新春礼包

2 月 15 日，在都匀
绿博园里，由群众组成
的10支健身气功·气舞
表演队各显风采，为新
春佳节营造了欢乐、祥
和、幸福感满满的节日
氛围。
本报记者 陈文章 摄

2 月 17 日，2021“我们
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
红红火火过大年”系列文体
活动——跆拳道专场展演
在绿博园南门广场举行。

现场，来自黔南州跆拳
道协会的学员们分别进行
了跆拳道品势、跆拳道舞、
跆拳道特技等 11 个表演节
目。学员们整齐划一的动
作与着装、响亮的口号、利
落干脆的一招一式博得了
游客们的阵阵掌声与喝彩，
大家纷纷拿出手机记录下
精彩的瞬间。

本报记者 韩延洁
实习生 马柱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