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拓展文化礼堂功能    创新文旅融合之路 
——常山县探索建立农村文化礼堂疗休养旅游专线

中共常山县委宣传部

二0一八年十二月



衢州有礼    慢城常山

文化礼堂 精神家园



常山县塔山公园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文化公园



   自7月份首批7条“农村文化礼堂旅
游专线”推出以来，累计接待游客20
余万人次，其中疗休养团队100余批次。

新昌乡西源村文化礼堂

白石镇草坪村文化礼堂

招贤镇高埂村文化礼堂



    11月21日，《新华每日电讯》刊登文章《浙江常山:农村文化礼堂成热门
景点》，点赞常山打造“农村文化礼堂旅游专线”。



    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新闻直播间》栏目播出
《浙江常山打造文化礼堂旅
游专线》的新闻，点赞常山
打造文化礼堂疗休养旅游专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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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文化礼堂旅游专线》典型案例
入选浙江省农村文化礼堂操作手册

（第七版）



一、常山县打造农村文化礼堂疗休养旅游专线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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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文化礼堂作为集娱乐、礼仪、宣教、集会于一体的农村公共文化综合体，它是

巩固农村思想文化阵地的重要保证。大力推进农村文化礼堂建设对兴盛文化、振兴乡村

具有重要意义。

（一）文旅融合已经成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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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山县有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旅游资源和文化底蕴，打造农村文化礼堂疗

休养旅游专线，构建以生态为基础、文化为底蕴的乡村旅游发展格局，着力打造

文旅融合发展先行区，不仅为农村文化礼堂建设和乡村休闲旅游注入了强大的生

命力，而且大大促进了文化和旅游产业的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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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传统观光旅游已不符合当今旅游发展的需要

   2017年，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提出大力发展全域旅游，积极培育旅游风情小镇，

推进万村景区化建设，提升发展乡村旅游、民宿经济，提出了全面建成“诗画浙

江”中国最佳旅游目的地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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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职工疗休养旅游对旅游产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今年4月，常山县委宣传部针对全省宣传文化系统干部职工、以及文化诉求较强

的旅游群体职工疗休养需求，以农村文化礼堂为阵地，按照“文化礼堂+旅游”思路，

精选了18个特色农村文化礼堂与县域核心景区相结合，串点成线，设计了7条贯穿全

县特色美食美景美宿的“文化礼堂+”旅游专线，让职工在浏览山水风光之余又有所

收获，还可体验农业采摘、技能（书法、绘画等）交流、领略感受当地的乡土人情、

文化底蕴，让职工真正做到身心放松、净心休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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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常山县打造农村文化礼堂疗休养旅游专线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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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常山生态资源禀赋优越

   常山坐拥1099平方公里好山好水，县域生态环境优良，森林覆盖率73.2%，常年空

气质量保持在二级以上，出境水水质达到II类水标准，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全国

百佳深呼吸小城、中国第七个国际慢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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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山更是以生态山

水田园为景观基底，着

力构筑“三片”“五

区”“一带一路”的空

间发展格局，形成以当

地历史人文为特色的

“慢休闲”，以“山水

林田湖”保护利用、发

展绿色能源和绿色食品

为核心的“慢生态”，

以徒步、骑行为主导的

“慢交通”，以手工艺

传承和传统风俗习俗为

主要内容的“慢生活”，

致力于把常山国际慢城

建设成为国内知名的慢

生活休闲体验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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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常山文化礼堂特色鲜明

    我县自2013年开展农村文化礼堂建设工作以来，目前全县已建成农
村文化礼堂125家，建成数占行政村覆盖率达69.4%。在扩大文化礼堂覆
盖率的基础上，我们更致力于通过主题展馆建设，挖掘村庄特色文化。
全县共完成30个文化礼堂主题展馆建设，如辉埠镇东乡村书法艺术、久
泰弄村国防教育文化，招贤镇古县村喝彩歌谣、招贤村宋诗文化，大桥
头乡浮河村抗战文化，何家乡长风村赵鼎文化，芳村镇芙蓉湖村古桥文
化，球川镇东坑村古道文化、金川街道徐村村绣溪人文、新昌乡黄塘村
木榨油非遗技艺文化等主题展馆特色鲜明，教化作用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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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贤镇高埂村畲族文化展馆



招贤镇古县村常山喝彩歌谣主题展馆



辉埠镇彭川村衢州有礼乡贤馆



金川街道徐村村绣溪人文馆



（三）常山乡村旅游蓬勃发展
　  6月28日，2018首届中国（浙江）疗休养产业发展大会举行。会上，公布了“浙江
省全域疗休养发展十佳县（市、区）”和“浙江省特色精品疗休养目的地”推选活动结
果，并进行了颁奖。常山县荣获“浙江省全域疗休养发展十佳县（市、区）荣誉称号，
并获专家组特别推荐。



常山国家油茶公园



常山石崆寺



常山胡柚

常山猴头菇
常山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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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常山县打造农村文化礼堂疗休养旅游专线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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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非遗——常山喝彩歌谣民俗表演



省级非遗——新桥十番锣鼓表演



省级非遗——钢叉舞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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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非遗传统木油榨技艺体验区



金川街道新建村文化礼堂剪纸艺术



招贤镇古县村常山喝彩歌谣展示馆开展喝彩歌谣培训



招贤镇古县村常山喝彩歌谣展示馆开展喝彩歌谣培训









“衢州有礼”进常山农村文化礼堂启动仪式









彭川村“幸福爷爷 快乐奶奶”圆桌宴

     2 月11日中午，辉埠镇彭川村文化广

场，热闹非凡，喜气洋洋，全村近四百余名

老爷爷老奶奶，欢聚一堂，拉家常，品美食，

听大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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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游:
线路1：上午，常山县城出发到青石镇，游览中国观赏石博览园，参观中国观赏石博览

馆、东方巨石阵。中午在青石镇农家乐用餐，下午前往招贤镇招贤村文化礼堂，参观宋诗
展馆、游览招贤古渡，前往古县村文化礼堂参观喝彩文化展示馆，观看国家级非遗常山喝
彩歌谣表演,结束返程。

线路2：上午，常山县城出发到新昌乡西源村，参观常山西源革命纪念馆、中共西源区
委旧址、麻山“兄弟会”旧址，游仙人桥、龙龟洞等自然景点。中午在黄塘村用餐，下午前
往黄塘村文化礼堂，参观木油榨文化展示馆、非遗展示馆,游览国家油茶公园，体验滑草、
漂流等娱乐项目，结束返程。

中国观赏石博览馆 新昌乡黄塘村滑草体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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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3：上午，常山县城出发前往辉埠镇东乡村文化礼堂，参观农民书法苑和农民书
法街,前往久泰弄村文化礼堂参观国防教育展馆或前往彭川村文化礼堂参观乡贤馆，前往路
里坑村文化礼堂参观新安文化展馆。中午在三衢石林景区农家乐用餐，下午游览国家4A级
景区三衢石林，结束返程。

线路4：上午，常山县城出发到东案乡金源村文化礼堂参观书法展示馆，游览金源古
村落，前往东案乡梅树底景区游览。中午在梅树底景区用餐，下午前往芳村镇芙蓉湖村文
化礼堂参观常山古桥文化展示馆，游览芙蓉大峡谷、芙蓉湖，或前往新桥村游览国家3A级
景区桃花源。

一日游:

辉埠镇东乡村文化礼堂农民庆丰收活动 芳村镇新桥村桃花源景区



二日游：
线路1：
D1：上午，常山县城出发前往新昌乡西源村，参观常山西源革命纪念馆、中共西源区

委旧址、麻山“兄弟会”旧址，游仙人桥、龙龟洞等自然景点。中午在黄塘村用餐，下午前往
黄塘村文化礼堂参观木油榨文化展示馆、非遗展示馆，游览国家油茶公园,体验滑草、漂流
等娱乐项目，晚上入住云上轩民宿。

D2：上午，新昌乡黄塘村出发前往辉埠镇彭川村文化礼堂参观乡贤馆，或前往路里坑
村文化礼堂参观新安文化展馆，游览国家4A级景区三衢石林。中午在三衢石林景区农家乐
用餐，下午前往辉埠镇东乡村文化礼堂参观农民书法苑和农民书法街，前往久泰弄村文化
礼堂参观国防教育展馆，结束返程。

东方巨石阵 白石镇不老泉旅游度假区



线路2：
D1：上午，常山县城出发前往辉埠镇路里坑村文化礼堂参观新安文化展馆，游览国家

4A级景区三衢石林。中午在青石镇农家乐用餐，下午前往青石镇砚瓦山村文化礼堂参观石
文化展示馆，前往中国观赏石博览园游览，参观中国观赏石博览馆、东方巨石阵，晚上入
住招贤镇赛得健康产业园。

D2：上午招贤镇赛得健康产业园出发，前往招贤村文化礼堂参观宋诗展馆，游览招贤
古渡，前往古县村文化礼堂参观喝彩文化展示馆，观看国家级非遗常山喝彩歌谣表演。中
午在招贤镇农家乐用餐，前往招贤镇高埂村文化礼堂参观畲族文化展示馆、箬溪抗战纪念
馆。

二日游：

青石镇砚瓦山村文化礼堂

石文化展馆

砚瓦书坊



三日游：
D1：上午，常山县城出发前往金川街道徐村村文

化礼堂参观绣溪人文展示馆，游览徐村古十景、大草
坪婚礼产业园，体验绿道漫步、亲水游等休闲项目，
前往何家乡樊家村文化礼堂参观樊莹展示馆、尚书坊。
中午在何家乡长风村用餐，下午前往长风村文化礼堂
参观赵鼎文化展示馆，游览长风月亮湾景区，前往黄
冈村，游览国家级3A级景区黄冈山（万寿寺），晚上
入住黄冈壹号民宿或罗曼山庄。

D2：上午，何家乡黄冈村或罗曼山庄出发，前往
同弓乡彤弓山文化礼堂欣赏越剧演出，游览古村落、
古树公园，前往球川镇东坑村文化礼堂参观古道文化
展馆，游览东坑千年古道。中午在东坑村用餐，下午
前往白石镇草坪村文化礼堂参观古驿站展馆，游览炮
台山景区，晚上入住白石镇不老泉民宿。

D3：上午，白石镇不老泉出发前往金川街道常桥
村，游览花石纲基地，前往青石镇游览中国观赏石博
览园，参观中国观赏石博览馆、东方巨石阵。中午在
青石镇农家乐用餐，下午前往招贤镇招贤村文化礼堂
参观宋诗展馆，游览招贤古渡，前往古县村文化礼堂
参观喝彩文化展示馆、观看国家级非遗常山喝彩歌谣
表演，或前往招贤镇高埂村文化礼堂参观畲族文化展
示馆、箬溪抗战纪念馆，结束返程。

赛得健康产业园

新昌乡黄塘村云上轩高端民俗



推进文化礼堂景区、景点化建设

文化礼堂 精神家园



道路景观提升



白石镇草坪村古风庭院



打造旅游配套设施

旅游设施

标示牌

旅游导图

旅游指向标

建筑物

公   厕

游客服务

中心

高端民宿——
萱蘇汐谷

 砚瓦山村文化礼堂旅游

专线打造已初步成型



创设农村文化礼堂品牌旅游项目

同弓乡彤弓山村文化礼堂农民丰收节晒秋活动

文化礼堂 精神家园



. 

招贤镇高埂村“三月三”畲族文化节民俗体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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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贤镇五里村文化礼堂活动广场

青石镇江家村文化礼堂活动中心



白石镇草坪村文化礼堂“村晚”

东案乡金源村文化礼堂农民书法作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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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制旅游专线指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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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旅游专线小程序



制作文化礼堂宣传册

















    11月22下午，召开常山县农村文化礼堂疗休养旅游专线打造工作汇报会，18个实施村支部书
记对打造情况及下步计划进行汇报，县总工会、县农办、县财政、县文广、县旅委等相关单位从
领导重视、基础现状、项目建设等方面进行现场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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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川街道徐村村游客服务中心 何家乡长风村乡村休闲旅游接待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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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石镇草坪村驿站

新昌乡西源村红色驿站

    建立游客评议机制，畅通信息
反馈渠道，及时解决游客提出的问
题意见，提升文化礼堂旅游专线品
质服务。



    1月14-16日，举办了农村文化礼堂文艺骨干培
训班，为提高农村文化礼堂管理员讲解水平，开设
了讲解员技艺培训、国家级非遗常山喝彩歌谣技术
培训等相关课程。



国家级非遗——常山喝彩歌谣培训





    农村文化礼堂和全域旅游相得益彰、互利共赢，全力

助推常山“特富美安”慢城大花园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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