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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摸历史温度
讲好红色故事

张岳

百年大党，峥嵘岁月 。 在 “红色地
图 梦幻联动 ”中 ，豫皖记者 “重走红
色地图 ， 互访革命老区 ”， 重温风云
激荡的革命奋斗史 。两家党报记者在
同一练兵场上共同触摸历史温度 、讲
好红色故事 ，共同奏响雄壮的 “红色
大合唱 ”，也在共同践行 “走转改 ”中
交流切磋业务 。

这一路走来，我们走进革命烈士的
壮阔人生，深入挖掘他们出生入死 、艰
苦奋斗的感人故事 ， 深刻理解中国共
产党为什么 “能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
“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 “好 ”。
每一次历史的回眸 ，都是精神的洗礼 ，
通过观看一张张历史图片 ， 瞻仰一件
件珍贵文物，聆听一桩桩红色故事 ，我
们真切体会到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而
风华正茂 、 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的伟
大精神。

这一路走来 ， 我们走进红色土地
的光辉历程 ， 在今昔对比中重温党
史 ， 在现场采访中感受发展 ， 既讲好
革命故事 ， 又讲述建设成就 。 每一次
原点的追寻 ， 都是时代的回响 。 在历
史和现实的激荡中 ， 我们努力用生动
鲜活的语言和读者喜闻乐见的形式 ，
生动反映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豫皖
人民进行革命 、 建设 、 改革的伟大实
践 ， 热情讴歌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年
来带领人民群众所走过的光辉历程
和取得的伟大成就 。

这一路走来，我们走进乡村振兴的
火热实践，赓续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 ，
鼓起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 。 每一次历
史的倾听，都是前行的动力 ，我们在讲
好红色故事中砥砺理想信念 ， 在筑牢
信仰中增强 “四力 ”，要用党报新闻人
的笔触和镜头 ，用心讴歌光辉历程 ，用
情展现奋斗精神 ， 在不断提升业务本
领中，把主旋律唱得更高昂 ，把正能量
传播得更广远。

■ 本报记者 张岳 程兆 李季

村村有烈士 户户有红军

河南新县是红军的摇篮、将军的故乡。革命
时期新县不足 10 万人，为革命牺牲者达 5.5 万
人，“山山埋忠骨、岭岭皆丰碑、村村有烈士、户
户有红军”是新县革命斗争史的真实写照。

“在我们新县，抓一把泥土，都浸染着烈士
的鲜血。 ”鄂豫皖苏区首府烈士陵园讲解员徐
非凡告诉记者，从 1921 年建立党组织到 1949
年全国解放，鄂豫皖地区 28 年间火种不灭、红
旗不倒。英烈广场上的英名墙镌刻着鄂豫皖三
省二十六县 13.1 万名烈士的英名。 这些革命
烈士中，既有吴焕先、高敬亭、叶成焕这样的高
级将领， 也有刘胡兰式的少年女英雄肖国清、
血染映山红的跳崖烈士晏春山。

革命烈士程儒香在黄麻起义中，第一个将
红旗插上黄安县城楼。他不幸被捕后被严刑拷
打，一次次昏厥过去，又一次次地被寒风吹醒，
醒来后痛骂敌人。敌人残忍地割下他的上眼皮
盖住眼睛，还割下他的耳朵和舌头，把他的四
肢用铁耙钉在青砖墙上。 母亲前来喂饭，昏迷

中的他听到母亲的哭声， 渐渐恢复了意识，用
微弱的声音对母亲说：“娘，我死后叫乡亲们继
续干！ 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第二天，受
尽折磨的程儒香壮烈牺牲，年仅 30 岁。

有些人因为看见而相信，而有些人因为相
信而看见。 程儒香的事迹让现场观众热泪盈
眶，在他的照片前久久凝望。 “从军事上说，程
儒香的牺牲是 ‘沧海一粟 ’，但从精神层面来
说，他的牺牲‘重于泰山’,因为这种血性和斗
志如果被遗忘或者被歪曲， 我们来之不易的
幸福生活将会面临危险。 ”现场观众黄姚哽噎
地说。

网红打卡地 红色旅游热

群山环抱、碧水环绕之中，黑瓦土墙朱红
窗的田铺大塆村古朴灵秀，游人络绎不绝。

“当时 ，总书记在这里买了三双鞋垫 ，像
亲和的长者一样， 特别关心我们村民的日常
生活。 ” 新县田铺大塆景区办公室主任吴曼
说。 在路边“匠心工坊”小店里，摆满了各种手
工刺绣鞋垫 、布鞋 、虎头鞋等 ，成为游客竞相
购买的纪念品。

“绣娘”胡友荣正在一针一线地绣鞋垫，两

三天才能绣好一双鞋垫 。 “小鸡吃麦穗寓意
‘五谷丰登’，一双金鱼闹莲寓意‘年年有余’，
这些鞋垫很受大家欢迎。 ”胡友荣说。 一双鞋
垫 100 元，一个手编竹篮 80 元，一晚民宿 200
元左右……乡村旅游已成为田铺大塆的主要
支柱产业，去年全村户均增收 1.8 万元 ，家家
户户的日子越来越红火。

田铺大塆景区拥有 24 家民宿，20 多家创
客小店，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打卡地”。 “我们
依托红色文化资源和绿色生态资源，通过发展
乡村旅游，助推乡村振兴。 我们将沿着这条路
子，一直走下去！”谈到未来，吴曼信心满满。现
如今，当地干部群众铆足了劲儿，围绕“全景田
铺”的发展思路，不断完善基础设施，扩展乡村
旅游景区范围。

人在画中行 美景看不够

“我们这里不收门票 ，游客来自全国各
地 。 ”新县周河乡西河村西河大湾村民汪国
权说。 白色墙、青色砖，一幢幢古民居点缀在
巍巍大山脚下 ，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河岸边古
木蔽日 ，背靠狮子山 、依靠河流而建的古村
落闻名遐迩。

江南的北国，北国的江南。 一辆辆旅游大
巴开进停车场，一批批游客走进古村落，勾勒
出一幅和谐优美的乡村画卷。

乡村振兴既要看得见绿水青山 ，也要留
得住金山银山。 “我们要保护好、利用好青山
绿水 ，赋能乡村振兴 ，以实际行动让乡村绿
起来 、美起来 、富起来 ，谱写新时代老区乡村
振兴崭新篇章 。 ”西河大湾景区工作人员邱
晓琪说。

产业兴， 农村兴。 红色旅游发展方兴未
艾， 新县八里畈镇七龙山村依靠旅游产业引
擎，农户收入连年增长。

因为地理位置偏僻、历史等因素，七龙山
村在旧社会一直是一个贫穷的小山村。 “出门
就是山 ，土地在山间 ，辛苦种一年 ，只够吃半
年。 ”七龙山村村民口中的歌谣，道出了昔日的
荒凉与贫瘠。

“每月工资两千元，到年底还可以‘分红’，
日子比以前好得多。 ”正在桃园修枝拔草的七
龙山村民郭继元说。 在七龙山，红色经济已成
为村民脱贫致富的“金窝窝”。七龙山村立足本
土红色文化资源，变乡村边远闭塞的劣势为休
闲旅游的优势， 探索乡村旅游发展新模式，带
动贫困村发展、促进贫困户增收，为乡村振兴
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为大力营造庆祝建党百年浓厚舆
论氛围，发挥媒体联动效应，河南日报
和安徽日报共同举办“庆祝建党 100 周
年红色地图梦幻联动”活动。 活动聚焦
两地在党史上的结合点、共鸣点，通过
跨省联动采访和融合传播，展示各地在
党的领导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共同
讲好百年党史故事。

河南省新县和安徽省金寨县均处
大别山腹地，均为革命老区、将军故乡，
均为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过的地方。两报
记者通过互访，在两地今昔对比中重温
党史，全景式展现大别山革命老区牢记
总书记嘱托，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公
共服务等方面取得的成就，进一步弘扬
大别山精神， 让更多读者关注大别山
“红”“绿”资源，鼓起革命老区改革发展
的精气神。

红色的金寨 绿色的金寨
■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侯皓

赵宵翔 孔昊

“搜山清剿的敌人脚步越来越近，妇女排
战士张敏怀中只有 6 天大的孩子却饿得大哭
不止。孩子的哭声随时都会暴露十几个战友的
藏身之处，她来不及多想，毅然地用空瘪的乳
头紧紧地堵住孩子的嘴……”

在金寨县革命博物馆的展厅中，面对身前
的一幅油画作品， 讲解员的话语突然哽噎，那
颤抖的声音仿佛细针般刺痛着参观者的心。

敌人走远了，战友安全了，可张敏怀中的
孩子早已停止了呼吸。 2016 年 4 月 24 日，习
近平总书记来这里参观，听到这个悲壮的故事
后十分感动，他关切地问道：“这个同志后来怎
么样了……”

日前，“红色地图 梦幻联动” 采访活动开
启，河南日报融媒体报道小分队一走进安徽金
寨县，就被这里“红军摇篮、将军故乡”的厚重
红色文化积淀所吸引。

金寨县位于大别山腹地，地处鄂豫皖三省
七县的接合部，是红四方面军的主要发源地和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抗战时
期，金寨人民踊跃参加新四军第四支队东进抗
日；解放战争时期，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
前方指挥部就设在这里。

在金寨县革命博物馆里，能听到最多的故
事叫“牺牲”，能看到最多的展品是“名字”。 在
这里工作过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名录、金寨籍开
国将军名录……其中最令人震撼的是展厅中
长达十几米的一面墙壁上，刻满了金寨县革命
烈士的名字。

在这份收录着 11000 多名烈士的长长名
录中 ，总是有几十个 、几十个名字同宗同姓 ，
紧紧相连。 “万仁宁、万仁本……万守章、万守
谦……”他们是父子兄弟、姐妹同胞，为着共同
的理想参加革命、抛洒热血，有的甚至全家的
“姓名”都“团聚”在这面墙上，给人以难以言说
的心灵震撼。

“金寨所处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有着鲜明
的特点 ，参军人数多 ，牺牲人数多 ，革命历程

长，28 年红旗不倒。 ”金寨县革命博物馆馆长
倪军介绍说 ，“当时 20 多万人的金寨县就有
10 万英烈为革命牺牲， 所以总书记在这里由
衷感叹‘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魂’。 ”

博物馆共有五大展厅，陈列着 400 余件珍
贵文物。 洪学智将军的两件遗物令人印象深
刻：一套看起来还算崭新的上将礼服；一床已
经破烂不堪的鸭绒被。

礼服是洪学智将军在 1955 年被授予上将
军衔时穿着的。 洪学智生前老舍不得穿，后由
将军的家人捐赠给博物馆。 1955 年、1988 年，
洪学智两次被授予上将军衔，这在中国人民解
放军历史上仅此一例。 然而，面对巨大的功勋
与荣誉，洪学智表现得很淡然，他更愿意将这
份荣光还赠给家乡这方红色沃土。

鸭绒被是洪学智将军的战利品。 1948 年
解放辽阳后，这床被子就一直跟随将军南征北
战，解放广州、抗美援朝，直到后来，这床破旧
的被子还被洪学智当成礼物送给儿子洪虎，成
为洪家的“传家宝”。

今年前 5 个月， 来博物馆参观的游客已经
突破百万人次， 这令倪军既感觉兴奋又感觉责

任重大。他说，“大别山精神以其坚守信念、胸怀
全局、 团结奋进、 勇当前锋的丰富内涵穿越时
空、历久弥新，在当前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
关键时刻，传承弘扬好大别山精神意义重大。 ”

金寨是红色的，也是绿色的。
秀水青山，移步换景，使得金寨成为大别

山旅游最璀璨的明珠。天堂寨和高峡平湖的梅
山、响洪甸两大水库，都是网红打卡胜地。

金寨的山里还藏着一个“大宝贝”———六安
瓜片。 细雨之后，山色空濛，金寨县面冲村 5800
亩的茶园里美得通透可人。 面冲村位于六安瓜
片的核心产区，走的是茶旅融合发展的路子。

“2020 年， 我们村民的平均收入突破了
15800 元。 ”聊起这事，面冲村党支部书记黄尊
云发自内心地高兴。

在名为“茶谷小院”的农家乐里，“老板”郑
学伟正忙着炒菜。 2016 年，在外务工七八年的
郑学伟， 听说村里的旅游发展得越来越好，毅
然返乡与爱人办起了农家乐，再加上家里种茶
收入，一年的进项足有 10 来万元，一家人守在
家门口过日子，感觉特别滋润。

“村里回来的人越来越多，来的游客也越
来越多。 到了节假日，我们家烧的菜要打电话
预定，下一步得多请点人来帮忙。 ”郑学伟说话
间，一阵扑鼻的菜香传来，勾得人食欲大开。

2016 年， 习近平总书记一路奔波来到金
寨， 一连走进大湾村 5 户农家了解扶贫情况，
心心念念的就是让老区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生
活。 2020 年 4 月，经过金寨人的共同努力，曾
经贫困发生率 22.1%的金寨县如期退出贫困
县序列，实现了高质量摘帽。

如今行走在金寨，绿山生“金”、碧水放歌，
大别山里空气新，老区人民日子甜，这幅乡村
振兴的生动图景足以告慰先烈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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