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山 红色旅游“热”黄山

■ 本报记者 吴江海

“五一”期间，坐落在黄山市屯溪老街上
的中共皖南特委旧址纪念馆游客络绎不绝，
日均接待量超 1000 人次。 馆长涂珂介绍，自
2019 年 6 月重修开放后， 红色旅游成为屯溪
老街旅游的新热点。

黄山是海内外驰名的旅游城市， 也是皖
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的核心区， 拥有世界

文化与自然遗产、世界地质公园、世界生物圈
保护区 5 处，国家级桂冠 9 大类 114 顶，旅游
资源密度之丰、 品位之高、 种类之全举世罕
见。 黄山也是一座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
曾留下了周恩来、方志敏、叶挺、陈毅、粟裕等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足迹， 保存有丰富
的红色旅游资源， 其中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陈列馆、 黟县皖南苏维埃政府及柯村暴动旧
址、 岩寺新四军军部旧址等 3 家单位先后被

列入全国和安徽省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4
条线路分别入选全国 30 条红色旅游精品线
路和全国 65 条抗战主题红色旅游精品线路。

4 月 27 日， 上海市普陀区、 江苏省盐城
市、浙江省台州市、安徽省黄山市第四次政协
主席联席会议在黄山市召开。 会上，四地签署
协议共同组建长三角“三市一区”政协红色联
盟，推进红色资源共融共享，推动红色场馆缔
结友好关系，开展校际间红色研学互动，开展

文创设计、 文旅营销等合作交流， 共同举办
“学百年党史、走红色线路”等主题活动。

黄山市文旅局负责人介绍，近年来，黄山
市大力发展“红色”旅游，成立了红色旅游联
盟，加入了长三角红色文化旅游区域联盟。 去
年虽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该市红色旅游景
区（点）仍接待游客 110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
入 1.8 亿元。

今年 3 月，黄山市启动“铁军黄山红”系列
活动，推出红色徽州“三大革命事件”寻史经
典线、“学军爱军拥军” 研学经典线等 6 条红
色主题旅游线路，涉及当地 14 个主要红色旅
游景点。 长三角红色文化旅游区域联盟执行
秘书长王慧说，因为红色，黄山旅游内涵更加
丰富，业态也更加多彩。

芜湖繁昌 慢行阡陌乐田园
■ 本报记者 沈宫石

5月 15 日，记者走进繁昌慢谷旅游度假
区途居马仁山房车露营地，放眼望去，只见苍
松翠竹间，一辆辆房车掩映在幽寂小径中，游
人在和煦的阳光下搭帐篷、烧烤、钓鱼、抓龙
虾，体验乡村民俗，享受自然风光。

繁昌慢谷旅游度假区位于芜湖市繁昌
区西南片，北接长江，西邻铜陵市，东连芜
湖市区，京福高铁、宁安高铁、沪铜铁路、沿
江高速、滁黄高速等在此交汇，规划总面积
近 30 平方公里，其核心度假区面积约 15.8
平方公里，以淮九路为中心，北起繁昌窑，
南至马仁奇峰，横跨繁阳、孙村两个镇。 园
区内青山连绵，绿水如带，阡陌纵横，环境
优美。

繁昌区文化旅游体育局负责同志告诉
记者， 作为加快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
建设的一项重大工程， 繁昌区全力推进度
假区重点基础设施建设， 依据国家级旅游
度假区创建标准编制了度假区建设提升方
案，实施“一心一带两园四村”建设提升、度

假区外部通达性、 运营管理及信息化建设
等 106 项工作任务。 目前，度假区以“乡村
田园”为主题资源，以“慢行江南阡陌·乐活
田园梦乡”为主题形象，以打造安徽省著名
乡旅体验地、长三角精品田园慢谷度假区、
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为发展目标， 推出了繁
昌窑龙窑遗迹展示馆、 中分村红色教育基
地、 八分村美丽乡村、 春谷水云间度假酒
店、途居马仁山房车露营地、马仁奇峰 4A
级景区等一批优质旅游产品。 其中，依山傍
水而建， 镶嵌在万亩竹林树海间的途居马
仁山露营地是奇瑞集团途居露营旗下的第
八个直营露营地，今年“五一”试运营期间，
营地对外开放 45 辆房车， 吸引了近 3000
人前来度假。 繁昌窑龙窑遗迹展示馆也在
“五一”对游人开放，展览以“泥火之恋·青
白流光”为题，展示了繁昌窑青白瓷的历史
文化和独特风采。

据了解， 繁昌慢谷创建国家旅游度假
区已通过专家基础评价， 进入迎检验收阶
段。 这将为打造“欢乐芜湖”文旅品牌、拓展
江城“欢乐地图”增添亮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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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光前 1932 年入党，一直在皖
赣边区开展游击战争。 1934 年 5 月，
赣北特委成立中共秋浦县委， 曹光前
任书记。当月，他带领八中队巧战国民
党驻江西宋村的围剿部队，以少胜多，
打死打伤敌人近百名， 缴获步枪 100
多支和大批弹药和军用物资。 8 月中
旬，国民党围剿秋浦县委所在地刘家，
他带领县委机关人员转移， 在与敌作
战时壮烈牺牲……”5 月 11 日上午 ，
在曹光前烈士故居， 曹光前烈士的孙
子、 年近七旬的曹得水正在为前来参
观学习的合肥客人讲解。 2019 年，东
至县将曹光前烈士故居整理修缮，他
开始在此担任义务讲解员。

“我们村有曹光前烈士故居和红军
碉堡遗址两处红色景点。今年以来，已
有 2000 多名游客来此参观学习。 ”木
塔乡富丰村党支部书记祝顺平告诉记
者。 东至县木塔乡地处皖赣两省三县
接合处， 群山深处是方志敏领导的闽
浙皖赣革命根据地之一， 全乡有红色
遗址 100 余处。近年来，木塔乡挖掘红
色资料 20 余万字，修缮并开发了黎痕
指挥部旧址、大田红军会址、木塔口红
军战壕等革命遗存， 打造 3 条以红色
景点为主体的全域游红旅线路。同时，
改善村级道路、停车场，完善宾馆、餐
饮等布局，修建了观景台、步行道、文
化广场等。 2020 年，木塔乡共接待游
客 10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110
万元。

今年，木塔乡以建党百年为契机，邀请先烈后人到红旅
景点、革命旧址、烈士陵园等地，为党员群众和游客讲解革命
先辈的英雄事迹。 “刚接到江苏省游客的预定信息，一行 20
多人，周末前来。”位于大田村的祝家庄民宿负责人祝建成告
诉记者。今年“五一”期间，该民宿房间全满，还有部分游客住
进了村民家中。

“我们坚持走‘红色引领、绿色发展’的道路，用红色文化
唱响‘红旅小镇’，以红色旅游带动乡村振兴，让当地百姓共
享这份红利。 ”木塔乡党委书记陈大圣说道。

安庆太湖 科旅融合唱好戏
■ 本报见习记者 陈成

立体的“清明上河图”、酷炫的楼体激光
秀、唯美的神话爱情故事……5 月 12 日晚，在
太湖县五千年文博园二期十里画廊内， 改编
自黄梅戏经典剧目的大型实景光影剧 《天仙
配新传》上演。 “内容新颖、特效震撼，值得一
看！ ”观赏完演出后，来自浙江的游客李先生
赞叹连连。

五千年文博园是以中华文化为主题的公
园，国家 4A级旅游景区，占地 1200亩，由“一梦
千年”“十里画廊”两个景区组成，园内建有五千
年文化长廊、五千年文化根雕园、四大名著文化
园、黄梅戏艺术街、华夏爱情文化园等百座人文
景点。徽派建筑与江南园林，传统文化与现代科
技在这里相映成趣，令人目不暇接。

五千年文博园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何静
介绍，从今年“五一”起，文博园一期“一梦千

年”景区增加了古风快闪表演，演员身穿传统
服饰，每天定时在景区主要游线展演《礼仪之
邦》《唐·韵》《秦·俑》 等宫廷舞和秦俑舞户外
节目，展示国风之雅的别样韵味。

白天看景、晚上看戏。 2019 年起，《天仙配
新传》在文博园常态化开演，如今已成为招牌
产品，构成了该景区“一秀”“一景”“一剧”的
夜游体系。

“十三五”期间，太湖县大力实施文化旅

游一体化发展战略，以五千年文博园为龙头、
以花亭湖风景区为母体、 以黄梅戏为风韵的
文旅融合产业新发展格局逐步形成。 花亭湖
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 4A 级景区，有西
风洞、赵朴初文化公园、千缘岛、月亮湾等核
心景点。 近年来，该景区加快项目建设，促进
科文旅融合，对景区内梅河谷、月亮湾、千缘
岛三个景点进行改造提升， 吸引了众多游客
打卡。

“我们将持续探索一体化开发、 运营、管
理、推介为核心的全域旅游发展模式，全面提
升旅游公共服务设施， 建成全域旅游集散中
心，加快推进文旅产业数字化、智慧化。 ”太湖
县文化旅游体育局负责人说。

铜陵 春满铜都“忆江南”
■ 本报记者 刘洋 本报通讯员 李莉

铜陵永泉旅游度假区的“忆江南 12 景”景区内，青砖黛
瓦，绿树掩映，碧水环绕，鸟语啁啾。 “这里有山有水，还有老
屋，真是个休闲的好地方。 ”5 月 12 日上午，带着女儿来游玩
的铜陵市民刘女士发出感叹。

经过多年的深耕发展，铜陵永泉旅游度假区入选了安徽
省森林康养基地（第一批）名单。 如今，这里已经拥有忆江南
12 景、江南味道特色美食街、精品古宅民宿、山野热汤温泉
等多种休闲业态，并设有展馆、茶馆、儿童乐园等娱乐设施。
“‘五一’假期我们推出了民俗游艺、江南美食、打卡网红、亲
子互动四大主题活动，深受游客欢迎。”永泉旅游度假区负责
人尹志平介绍。

作为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的一员，近年来铜陵突出
重点文化旅游品牌建设，打造出了永泉旅游度假区、梧桐花
谷、犁桥水镇、大通古镇等一批叫得响、有影响的景区。 “五
一”假期，游客刘胡平从浙江驱车来到铜陵市枞阳县浮山风
景区瞻仰“摩崖石刻”。 他说：“久闻浮山是‘天下第一文山’，
此次是专程前来游览，没想到浮山不仅历史文化厚重，其红
色文化、自然景观同样令人赞叹！”据了解，今年“五一”假期，
铜陵共接待游客 94.3 万人次、同比增长 121.4%，实现旅游
收入 2.58 亿元、同比增长 103.1% 。

铜陵襟江、依山、含湖的自然风光，与铜文化、桐城文化、
长江文化等汇聚融合，旅游资源多元、品质独特，历代文人墨
客写下了吟咏铜陵的诗词 400 余首。依托自身独特的自然资
源、文化资源，铜陵积极推进文旅业态融合发展，打造精品旅
游线路，提升旅游服务水平，推动自身成为特色旅游目的地
和黄山、九华山重要的中转旅游集散地。

记者从铜陵市文旅部门获悉，目前铜陵旅游项目入安徽
省旅游项目库达 201 个、在建项目 72 个，浮山风景区正在争
创国家 5A 级景区，全域旅游产品体系正加快形成。

宣城郎溪 文旅联盟惠游人

■ 本报记者 罗鑫

本报通讯员 余克俭

“我是在网上看到‘一地六县’文旅联
盟推荐观天下景区的， 来到这里才发现石
佛山不仅景色好，更是天然氧吧，真是不虚
此行。 ”5 月 9 日，在郎溪县观天下景区内，
来自江苏溧阳的夏彩凤兴趣盎然地说，“我
和爱人办了两张旅游年卡才花了 136 元，
物超所值，以后假期还会回来的。 ”

长三角“一地六县”，指的是江苏省溧
阳市、宜兴市，浙江省安吉县、长兴县，安徽
省广德市、郎溪县，上海市白茅岭农场。 该
区域内拥有 3 个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1 个
5A 级景区 、26 个 4A 级景区 。 4 月 9 日 ，
2021 年长三角“一地六县”文旅联盟高端对
话暨精品线路发布上，“一地六县” 同城待
遇景区合作正式签约， 居民凭身份证到区
域内其他城市游玩签约景区（点），可享受
当地市民待遇，包括门票、市民卡、年卡等。
姚村镇观天下景区负责人汪胜利向记者介
绍：“观天下景区是‘一地六县’同城待遇签

约景区，‘五一’小长假以来，姚村镇接待游
客约 5500 人次，其中大部分为周边市县的
自驾游游客。 ”

近年来，郎溪县紧抓“一地六县”发展
机遇，依托独特的山水资源、特色资源、品
牌资源，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推出许
多有质量、有竞争力的文化旅游产品，积极
打造长三角区域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

在涛城镇的大佛山养心谷，300 余亩的
黄茶顺着丘陵起伏绵延，健身步道、木亭与
茶园相映成趣。 “茶山上空气好，景色优美，
我们一家都来了， 还能用土锅烧饭， 可真
香。”来自溧阳的游客陈增光说。“2020 年养
心谷推进二期建设，完善道路、栅栏、小木
屋基础设施， 新建成了农耕文化展示馆和
红色革命纪念馆， 还入选安徽省首届十大
最美茶旅游线路。 ”大佛山旅游开发公司总
经理张建国介绍。

郎溪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晏长志告
诉记者，随着“一地六县”旅游的深化发展，
郎溪的旅游路线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周边地
区游客的出行“菜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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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是我省最优质旅游、文化、生态资源的聚集区，包括黄山、池州、宣城、马鞍山、芜湖、铜陵、安庆等 7 市、
47个县（市、区）。 加快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建设，是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大举措，是我省“十四五”时期的重要发展任务，
也是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安徽行动计划”的重要内容。 本报记者深入示范区 7市采访，集中展示各地加快推进全域旅游发展，打造美
丽中国建设先行区、世界一流旅游目的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区的新举措和新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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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皖南：：打造文旅““国际范儿””

马鞍山 诗与远方伴你游
■ 本报记者 贾克帅

“平时亲朋好友来做客，都会带他们到李白墓园转转，这
是附近有名的文化旅游景点。”位于大青山脚下的当涂县护河
村与李白文化墓园距离不远， 最近得知采石风景名胜区就要
开通串联采石矶片区、青山片区、横山片区、濮塘片区等四大
片区的直通车运行线路，村民李向龙非常高兴地向记者介绍。

马鞍山市是诗仙李白的终老之地。 据了解，李白生前在
马鞍山市多地游历，曾在采石矶留下“醉酒捉月，骑鲸升天”
的美丽传说。 这里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太白楼、驰誉江
南的三元洞、气势宏伟的三台阁和“当代草圣”林散之艺术馆
等景点。近年来，马鞍山市以李白文化和诗歌文化为统领，整
合旅游资源，完善景区建设，加快推进文旅融合发展，推动皖
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建设。

除开通四大片区直通车外， 马鞍山市先后对太白楼等 ４
个场馆建筑进行了维修，提升翠螺湾景观、太白楼前广场景观
绿化，复建采石古镇，改造滨江湿地公园和薛家洼生态园等，
依江伴水建设廊台、栈道和凉亭等公共旅游设施。 同时，开展
“跟着李白游马鞍山”“太白之旅”研学游、非遗文化展示等系
列主题文化体验活动， 先后推出 “诗歌之旅”“课本上的马鞍
山”“七彩乡云”等文旅品牌，开发“跟着非遗去旅游”“跟着考
古去旅游”“跟着名著去旅游”等面向长三角的旅游线路。

多年来，该市坚持举办“李白诗歌节”，去年诗歌节期间，
结合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 7 市文化旅游资源，将皖南胜
景分为“人文、青山、绿水”三大板块，串起“马鞍山-芜湖-铜
陵-宣城-黄山-池州-安庆”自驾游线路，打造出“跟着李白
游皖南”省级旅游线路品牌。

4 月 30 日，采石矶文化生态旅游区 5A 级景区在采石古
镇正式揭牌。在创建过程中，景区优化了太白楼、林散之艺术
馆等场馆的陈列布置，利用横江街和唐贤街，增设了美食、民
宿和文化旅游商品等内容，激活了人文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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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身着汉服的游客在太湖县五千年文博园一期景区主大门拍照留念。
本报见习记者 陈成

本报通讯员 曹汉文 摄

荨 近日，东至
县公安部门在

木塔红军纪念

馆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 。 该馆自
2019 年 7 月 1
日开放以来，已
接待游客 11 万
人次。

本报见习

记者 阮孟玥 摄

荩 国家4A级景区———
官塘湖景区，坐落在宣
城市宣州区养贤乡，是
安徽省文化产业重点

项目、宣城市研学游基
地。 图为近日拍摄的景
区一角。

本报记者 胡娅莉

张敬波 摄

有 “中国画里乡村”美
誉的世界文化遗产地———
宏村。 本报记者 潘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