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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带动“春游热”

■ 本报记者 范克龙

3 月 31 日，合安高铁迎来开通运营 100 天。 高铁开通以
来，带动了周边旅游持续升温。

合安高铁沿线旅游资源丰富， 既有风景秀美的自然旅
游资源，又有富含文化底蕴的人文旅游资源。 皖江流域是
典型的江南水乡，集聚了三河古镇 、三国古战场 、安庆 、桐
城等历史文化名城 ，黄梅戏艺术发祥地 、桐城派诞生地等
众多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的江南特色旅游资源，孕育了国家
重点风景名胜区天柱山，以及浮山 、大龙山 、妙道山 、安庆
沿江水禽自然保护区等国家级 、省级自然保护区 、森林公
园等旅游品牌。

合安高铁去年 12 月 22 日开通运营后，形成了贯穿安徽
中南部的快速客运通道，进一步提高合肥铁路枢纽运输能力
和安庆多方向通达能力， 同时将走廊内主要景点串珠成链，
掀起新一轮旅游热。入春以来，安庆往返于合肥、巢湖、芜湖、
南京、上海、杭州等方向的客流激增上涨，部分热门方向车票
变得紧俏。旅客坐着高铁看风景，下榻乡镇民宿，亲近自然山
水，体验田园牧歌的生活。

“合安高铁开通，大大缩短了时间距离，游客能快速进入
安庆，高速公路等便捷的交通将周围景区连接成一体 ,实现
快旅漫游。”安庆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王子龙表示，安庆市抓
住机遇，推出“高铁+”旅游线路，串珠成链，丰富旅游新业
态，优化旅游公共服务，提升游客体验，借高铁速度吸引更多
游客。

据中国铁路上海局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表示 ，3 月以
来，随着天气回暖、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旅客出行意愿逐
渐增强，安徽省内的合安、合武、合福、宁安等高铁沿线踏青
游客流激增。 中短途游客多选择去往黄山、九华山、天柱山、
六尺巷和沿江城市安庆等风景名胜点，同时返璞归真的乡村
游也受到游客们的热捧。

随着清明和五一假期的临近，地处大别山革命老区的六
安、金寨和皖南泾县等火车站，扫墓客流与红色旅游客流明
显上升，较往日增长两到三倍。 游客纷纷前往铁路沿线城市
赏花观景，瞻仰红色旅游遗址。

安徽境内的杭黄、合福、合武、宁安等高铁旅游流、商务
流等多流叠加，出行持续升温。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铁路部
门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进一步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增开旅游
列车。合肥、黄山北、安庆、池州等地高铁站，在做好疫情防控
和旅客运输组织的同时，主动与当地地铁、公交及旅游等单
位合作，深挖铁路沿线丰富的文旅资源，共同开发建党百年
红色之旅、 周边踏青游以及 “高铁+”“美食+”“亲子+”“休
闲+”等主题旅游产品，努力为旅客提供无缝对接的 “定制
化”服务，带动了旅游经济升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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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绿叶富一方

■ 本报通讯员 王亚 本报记者 史力

又是一年新茶绿，又到一年采茶忙。
3 月 30 日， 在位于皖东茶乡滁州市南谯区施集镇的现

代农业产业园，舒茶早、安吉黄茶、福鼎大白茶等名优品种长
势喜人，连片的茶林郁郁葱葱，漫山遍野的茶芽随风萌动，高
高的防霜扇悠悠旋转，喷滴灌设备掩藏其中。 错落有致的茶
田中随处可见采茶工人，头戴草帽、身着马甲、腰系小筐，双
手不停忙碌着，俨然一幅生机勃勃的春日采茶图。

“今年茶叶品质好、产量高，茶园有采茶工人 20 多名，现
在一天鲜叶产量能有 200 多斤，预计今年产值 20 多万元。 ”
承包着 90 亩茶林的王守兵乐呵呵地说道。在王守兵的茶园，
采茶工人均一天就能有 140 元的收入，一个采茶季王守兵就
要给付茶农工资十多万元。

在施集镇， 几乎家家户户都从事与茶产业相关的工作，
纷纷搭上茶产业发展的“致富车”。 目前南谯区共有茶企 10
家、专业合作社 25 家，多集中在施集镇，带动约 3000 余人从
事茶产业 ， 涉茶农户年可支配收入高出全区平均水平约
13%。一片小小茶叶的生长、采摘、生产、销售等各个环节，都
能惠农利农。

傍晚时分，随着鲜叶集中送达，施集茶场也将迎来一天
中最繁忙的时刻。

在生产车间，自动化制茶机械发出隆隆的轰鸣声，工人
正将当天采摘的茶青均匀铺在炒青机器上。炒茶师傅刘家勇
有条不紊操作机器。 随着机器晃动，一批批炒好的茶叶新鲜
出炉。 施集茶场是一家集茶叶种植、采摘、生产、销售为一体
的综合企业，其前身为国有茶厂，2002 年经改制成为现在的
企业。 施集茶场负责人周言军介绍说：“现在企业走的是‘企
业+基地+农户’的路子。 除了基地外，还向当地茶农收购鲜
叶，实实在在为当地群众打开致富路。 ”目前，公司员工有
110 人，摘茶旺季可增加临时就业岗位 100 余个，人均月工
资 4000 元左右。

为提升茶叶质量，打造优质茶、放心茶，南谯区加强茶叶
种植、采摘、生产全过程监管，建成茶叶质量检验检测室 1
个，建成茶叶全程绿色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 2 个，通过“三
品”认证茶园面积达 2.5 万亩。 “茶香也怕巷子深”。南谯区不
仅在茶叶品质上下功夫，更在叫响品牌上做文章。 “自从‘西
涧春雪’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后，我们企业也得到了授
权的品牌使用授权，我们借力这一公共品牌的影响力也将实
现企业销售量的新突破。 ”周言军笑着说。

从“茶叶”到“茶业”，要推动拉长产业链，推动一二三产
融合。 南谯区依托悠久的茶叶种植历史和深厚的茶文化底
蕴，聚焦打造茶叶全产业链，积极推动茶产业发展与文化旅
游、乡村振兴、电子商务等融合发展，推动茶区变景区、茶园
变公园，提高茶产业的规模和综合效益。 现形成以施集镇井
楠村为核心的西部山区“生态茶产业带”，打造 8000 亩农产
品（茶叶）绿色示范基地和 2 个千亩有机茶园示范片，带动培
育高产优质茶园超过 1 万亩， 预计今年春茶总产量可达 50
万斤、总产值约 1.3 亿元。

当前我省已经全面进入春季森林防火关键期，，

各地多措并举做好森林防火——————

筑牢森林防火安全防线

“国潮之痛”凸显创意保护的短板
■ 胡旭

眼下正值樱花季， 很多地方不约而同
推出以“着汉服，赏樱花”为主题的文创活
动，吸引众多游客参与。 近些年，汉服作为
一种时尚潮流快速兴起，成为所谓“国潮”
的代表性品类。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就有人
大代表提出设立“中国汉服日”。 根据各大
电商平台发布的数据， 汉服是销量增长最
快的服饰品类之一， 甚至有数据显示汉服
销售前后一年就猛增 30 倍，并且以年轻消
费者为购买主体。

汉服兴起既促进了文化传承，也是将传
统文化元素融入服饰产业原创设计、加快产
业升级的新探索，表明了传统文化元素与潮
流风尚趋势嫁接融合能够打动年轻一代，造
就体现中国风格的流行文化基因。但即便是
这样一个“三观”很正且前景广阔的行业，起
步就遭遇侵权困扰，让很多原创者逐步失去
立足根基、丧失创新活力。据披露，汉服原创
设计正在遭遇侵权“寒流”，最常见的是对原
创设计进行所谓的“改编”，而直接挪用原创
设计的“山寨”行为也很普遍，更有甚者，公
然直接抢注别人商标和店铺名称。

汉服作为“国潮网红”，遭遇的这种“越
红越痛”的困局，再次凸显当前知识产权保
护的短板。 一些行业，知识产权保护在很多
从业者眼中只是缺乏刚性的“道义高线”，而
不是必须坚守的“法律底线”。部分行业坚持
原创未必拼得过山寨玩家的现状仍然存在，
这种扭曲状况就纵容了一些从业者惯于坐

等别人创意，只靠所谓山寨、“高仿”甚至恶
意窃取别人设计、商标等成果来“渔利”。 究
其根源，就在于有的坚持原创的企业尽管申
请了专利，但并未得到及时和有力的保护。

也要看到， 知识产权保护在现实中还

存在程度不等的重技术、轻创意的问题。 文
化创意因为无形、随机且难以记录的特点，
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取证难”等操作层面难
题。 这就要求在司法实践特别是行政执法
中破除“技术创新才是干货”的偏见，让文
化创意产业得到更加有力的保护。

知识产权诉讼专业性强。 像汉服设计
销售多是中小微企业和经营者， 缺乏发起
知识产权诉讼的专业知识和能力。 由于很
多企业和个人即便被侵权也不愿进入司法

诉讼流程，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山寨之风。
去年底， 中央政治局曾就加强知识产权举
行集体学习并明确强调， 强化民事司法保
护， 研究制定符合知识产权案件规律的诉
讼规范。 贯彻落实这一要求，需要探索建立
简易快速的司法诉讼程序， 让保护原创的
法律武器易用、好用，真正做到为崇尚原创
者撑腰、为创新创意护航。

·经济快评·

强化宣传，提升全民安全意识

“风景名胜区、山林、草场、苗圃等
重点防火区严禁烟火……”3 月 26 日，
在来安县施官镇龙山村， 一架无人机
盘旋在街道上空， 循环播放着涉林法
律法规和森林防灭火常识， 引得不少
村民抬头观望。 街道上，一群身穿红马
甲的志愿者一边发放 《森林防火宣传
手册》和《倡议书》，一边结合展板上展
示的实际火灾案例，从森林火灾起因、
危害、预防及扑救等方面，对过往群众
开展安全教育，传授火灾应对方法。

一个个真实的案例让村民提高了
警惕， 龙山村村民袁传宇说：“森林火
灾太可怕了，我家也有块地在林边，回
去跟家里人说， 干活的时候抽烟点火
一定要仔细再仔细。 ”

“来安现有森林面积 47 万亩 ，辖

长山 、复兴两个国有林场 ，做好森林
防火工作，宣传动员非常重要。 ”来安
县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副总指挥
顾永成介绍 ，进入春季 ，该县不断加
大宣传力度 ，截至目前 ，共发送防火
手机短信 18 万条 ， 设置警示牌横幅
1900 余处 、宣传喇叭 200 个 ，发放明
白纸 6 万余份 ， 出动宣传车 200 台
次 ，结合森林防火知识进林区 、进校
园 、进村庄等活动 ，确保把防火意识
刻入每一位村民心中。

为了让防火宣传更精准 ，该县还
购置无人机， 并装备高空喊话设备 ，
一旦发现有野外用火的就抵近侦查 ，
并通过空中喊话进行“精确劝导”，确
保火灭人走，将森林火灾扼杀在萌芽
状态。

据统计，2020 年全省共出动森林
防火宣传车 7 万余台次， 发送手机短
信 810 万余条，进村入户宣传 85 万余
户，发放森林防火各类宣传品 70 万余
份，悬挂横幅、张贴防火标语和禁火令
97 万余条（张）。 同时在充分发挥传统
媒介优势的基础上，积极拓展宣传“云
模式”，全面利用微信、抖音、微博等新
媒体平台广泛开展宣传教育。

“在重点时段 、重点区域 ，持续开
展主题鲜明、 形式多样的森林防火宣
传教育活动，积极倡导文明祭祀、低碳
祭扫，推动完善群防群治格局；继续加
强扑火常识、 紧急避险等方面的培训
和教育， 坚决杜绝因扑救森林火灾造
成人员伤亡事故发生。 ”黄存忠说。 林
业系统各专业、 半专业森林消防队伍
积极组织做好装备、物资等准备工作，
关键时间节点， 全省 38 支省地共建、
144 支地方的专业森林消防队伍统一
备勤，严阵以待，确保一旦发生火情 ，
做到“打早、打小、打了”。

天气转暖，森林火险
等级迅速上升

3月 20日，记者来到安庆市大龙山森林
公园，在大龙山半山腰的山道上，记者见到 4
名森林防火员正穿着防护衣，背着森林防火
吹风机，清理山道两侧厚厚的落叶。

“春季正是踏青游玩的好时节，近期上
山游客明显增多，我们每天都要清理落叶，
消除火灾隐患。 ”防火员汪年生说。 除了对
公园内部隐患进行排查清理之外， 大龙山
森林公园风景管理处还在几个登山入口处
加派人手，强化防火管理和宣传，广播循环
播放森林防火告示， 要求游客将打火机放
在存放点，做到火源不入林。

“由于大龙山森林公园面积大， 有 1.8
万亩，仅仅安排人工巡查，很难做到全覆盖
监管。 我们还布置了 58 个监控，全面监测
大龙山火情隐患。”大龙山森林公园风景管
理处负责人查俊对记者说。今年以来，公园
在进山卡口、 火险高发区域设置防火宣传
牌 45 块，警示牌 20 块，悬挂、粘贴防火标
语若干，购置播音音箱、喇叭全天候轮流播
放禁火令， 组织党员干部向群众发放一封
信、防火宣传册、防火通告，通过多种形式、
全方位开展森林防火宣传。

我省是全国森林防火重点区域， 森林
防火任务一直十分艰巨。“随着春季天气转
暖、 大风天气增多， 森林火险等级迅速上
升。 春耕生产逐步展开，加之清明、五一节
临近，生产、生活、祭祀用火明显增多，森林
防火工作进入关键时期。”省森林防火办黄
存忠说。

3月 22日，省林业局召开全省林业系统
春季森林防火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要求各级
林业部门要把森林防火工作作为当前各级
林业部门的大事、要事来抓，采取超常规措
施，层层传导压力，牢牢将各项防火措施压
紧压实、落地落细，确保春季森林防火安全。

去年是我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机构
调整后运行的第一年，在省委、省政府的坚
强领导下， 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科学
谋划、周密部署，全省森林草原防灭火形势
持续稳定向好， 未发生重特大森林草原火
灾和亡人事故，火灾次数、过火面积和受害
森林面积同比分别下降 81.4% 、87.78% 、
74.05%，全省森林防火态势总体平稳。

排查隐患，严格管控火源

在安庆宜秀区大龙镇董冲防火
点， 防火队员黄平安正在对上山的游
客进行登记，并要求扫“防火码”。 记者
扫了一下进山“防火码”，弹出“全民防
火 从我做起”的登录页面，填写了包
括进山日期、 进山时长以及进山原因
等个人信息， 如果开车进入还需要登
记车牌信息。

大龙山镇宣传委员周张杰告诉记
者， 大龙镇是一个山区镇， 山场面积
2.3 万亩，森林植被茂密。该镇建立了 9
支森林防火应急队伍， 配备各类防火
器材 400 余件套。 每年清明、冬至等防
火关键时期， 镇村干部都取消节假日
全员上岗， 在所有的进山路口设立卡

口，检查进山车辆和人员，严禁携带易
燃易爆物品进山。

“我守在进山的路口，主要查看是
否携带了易燃易爆物品， 只要看到有
人抽烟、野炊等违规用火，我会马上上
前制止。 ”3 月 21 日，在桐城市黄甲镇
桐潜路黄埔村卡口处， 护林员王小强
对记者说。 沿着桐潜路，森林防火的彩
旗标语随处可见， 每隔几百米就有一
位护林员看护自己负责的山头。 据介
绍，该镇共有 49 个进山路口 ，每个路
口每天都有人值守巡护。

春季森林防火以来， 全省各地积
极采取超常规措施， 在进山路口设立
防火卡点， 积极抓住我省作为 “防火

码” 深化应用试点省份的契机， 推动
“防火码”实际运用，加强对进山入林
人员登记备案管理。 目前“防火码”开
通率达 100%， 扫码人数超 10 万余人
次。 各地 5.2万余名林长和 5.6 万余名
护林员重点时间段加大巡护力度 ，通
过开展巡山护林， 坚决把火源堵在山
下林外，严防火种入山；国有林场、森
林公园、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等重
点单位，及时组织人员力量，加大野外
火源巡护和隐患排查力度， 排查整治
各类隐患，有效保障林区防火安全。

“切实加强源头管控 ， 各地护林
员、检查站、瞭望哨等各类防控力量要
到岗到位，管住重点地段、盯住重点人
群，落实预防主体责任，确保火种不上
山、火源不入林。 特别是要加强对野外
违规用火的打击力度， 保持高压威慑
态势 ， 对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责
任。 ”黄存忠说。

■ 本报记者 汤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