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5 月 21 日 ， 来安县水口镇武
集小学邀请退伍老兵讲述革命故

事，让孩子们接受红色文化熏陶 ，
传承红色精神。

本报通讯员 吕华

本报记者 胡娅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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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到浙江嘉兴南
湖红船，从江苏南京雨花台到安徽合肥渡
江战役纪念馆， 红色是长三角的共同基
因。这些红色印记，是宝贵的精神财富，是
党史学习教育的生动教材。在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的背景下，沪苏浙皖如何进一步整
合红色资源、推动文旅融合、弘扬红色文
化？ 本报约请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院
（省地方志研究院）院长程中才、安徽省文
化和旅游厅厅长袁华进行了访谈。

记者： 习近平总书记两次考察安徽，
每次都参观革命纪念馆，对党在安徽波澜
壮阔的革命实践给予高度评价，就讲好中
国共产党奋斗故事、传承红色基因作出重
要指示，为我们保护利用好红色资源提供
了根本遵循。 那么，安徽乃至整个长三角
地区的红色资源现状如何？

程中才：安徽重要党史人物多、重大
党史事件多、重要党史遗址遗迹多、孕育
的红色精神多，红色文化资源丰厚。 在此
基础上建成了一大批革命博物馆、 纪念
馆、党史馆、烈士陵园，其中省级党员干部
党史教育基地 48 处， 省级以上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中党史类有 70 多处。 为数众多
的红色场馆涵盖了各个历史时期，从不同
角度反映了党的光辉历史，是中国共产党
重要的红色基因库。 长三角地区地缘相
近、文脉相融，红色文化具有很强的关联
性和连贯性，散布着以建党、鄂豫皖苏区、
新四军抗战、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为主题
的众多红色资源。形成了以“红船精神”为
源头的大别山精神、雨花英烈精神、龙华
英烈精神、小岗精神等丰富的非物质形态
的红色文化。

袁华：安徽省革命老区县达 68 个，占
全省县市区的 64%。全省有红色遗址遗迹
3318 处。 目前，大别山红色旅游区和鲁苏
皖红色旅游区入选全国 12 个 “重点红色
旅游区”，31 家景区入选 “全国红色旅游
经典景区”。 长三角区域国家 5A 级景区
占全国 21%，度假区占全国 43%。 长三角
文旅合作发展既是推动一体化的排头兵，
也是实现高质量的新引擎。 今年 4 月 27

日，由我省牵头，沪苏浙皖文化和旅游部
门在金寨联合组织了“长三角红色旅游创
新发展合作交流”活动，并发布 22 条红色
旅游精品线路。其中 2 条长三角红色旅游
线路分别为：“上海‘一大’会址—浙江嘉
兴南湖—江苏淮安周恩来故里—安徽大
别山金寨两源两地”之旅；“安徽泾县新四
军军部旧址—江苏溧阳新四军江南指挥
部纪念馆—浙江长兴新四军苏浙军区旧
址—上海新四军广场”之旅。 通过以点带
线、以线联面、点面结合，努力打造“长三
角高品质红色旅游示范基地”。

记者：今年“五一”假期，红色旅游潮涌
全国， 同时沪苏浙皖已互为最大的客源地
和旅游目的地。 那么，我省在推进红色文化
旅游一体化方面作了哪些有益尝试？

程中才：党的十八大以来，安徽省党
史研究部门在打造红色文化载体上下功
夫，在红色文化宣传教育上做文章，在深
挖时代内涵、 创新传播方式上求突破，取
得明显成效。去年 10 月，中央党史和文献
研究院第七研究部、 中共安徽省委宣传
部、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院在合肥联合
举办了首届红色文化研讨会。长三角一市
三省间基层互动也很广泛、深入，如 5 月
11 日下午，上海市杨浦区长白新村街道、
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浙江省嘉兴市南湖
区、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共同发起成立党
史云宣讲联盟，以线上直播方式开展党史
云宣讲主题活动。 让“一块红”连成“一片
红”，为党史学习教育打开一片新天地。

袁华：近年来，在实施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战略中，我省与一市两省交流更加密
切，取得一批合作成果。共建机制，签订了
《长三角地区文化和旅游一体化高质量发
展框架协议》， 共同建立了长三角文化和
旅游一体化战略联盟。 一市三省的文物
局、博物馆（院）、图书馆也相继签订相关
协议。 共推产品，充分发挥大别山等丰富
的红色资源优势，发布长三角红色旅游精
品线路。共育品牌，深耕细作长三角市场，
开展精准营销、 联动营销，“同游沪苏浙
皖，乐享品质旅游”旅游品牌影响力不断
增强。 2019 年，我省的省外游客中，沪苏

浙占 42.2%；2020年，占 56%。共管市场，共
同制定《房车旅游服务区基本要求》等长
三角旅游标准，牵头发布长三角文旅行业
“红黑榜”，启动长三角地区国家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示范区（项目）合作机制，推进文
化和旅游服务与监管一体化。

记者：《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
规划纲要》中提出要努力建设具有世界竞
争力和影响力的旅游目的地。长三角地区
在弘扬红色文化方面还需作哪些努力？

程中才：长三角地区在整合区域红色
资源、建立有效体制机制、深化时代价值
研究、创新展陈方式等方面，取得很大成
效， 但要把红色文化打造得更成体系，发
挥其更大效益，还有不少工作可做。 一是
摸清“红家底”，全面摸底排查区域内红色
资源分布、文物留存情况，并建立全区域
红色资源数据库。 二是下好“一盘棋”，以
重要党史事件、重要党史人物、重要会议
为线索，整合区域内遗址遗迹，加强合作
研究和馆际联动。 三是充实“基因库”，结
合时代特点大力弘扬“红船精神”“大别山
精神”“新四军精神”“小岗精神”等。 四是
探索“红色+”，将红色资源与生态、人文、
教育有机结合，特别是利用上海浦东干部
学院、江苏恩来干部学院、安徽金寨干部
学院等阵地，深入开展红色教育。 五是用
好“高科技”，发挥长三角科技创新优势，
丰富红色文化的价值塑造和现实转化手

段，将红色文化内蕴的“人”“事”“物”“魂”
展现好。

袁华：积极推动《安徽省革命文物保
护条例》立法工作，编制革命文物保护片
区规划。 同时，实施百年党史文物保护展
示工程， 开展 “百万青少年走进博物馆”
“百名红色讲解员讲述百年党史” 等系列
活动。在推进文旅一体化方面，要在“学先
进，抓对接，促一体”上下功夫。 一是在谋
划规划上再提升。 结合“十四五”规划，以
全域旅游创建为抓手，指导市县高起点规
划、高标准建设、高品质服务，打造一批现
象级旅游产品。 二是在项目建设上再发
力。 实施“项目倍增”行动，强力推进皖南
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长三角“一地六县”
文化旅游休闲康养基地、杭黄自然生态和
文化旅游廊道等一批重大项目建设，在打
造世界级旅游产品上求突破。深挖红色资
源，在发展红色旅游上求突破。 适应疫情
常态化 、大众旅游新需求 ，打响 “驾游安
徽、研学安徽、美宿安徽”三大品牌 IP，在
培育新兴业态上求突破。三是在对接机制
上再完善。 加强市场对接，加强公共服务
对接，加强主体对接，加强监管对接，加强
人才对接，建立常态化、全方位对接机制，
推进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加快
长三角世界一流旅游目的地建设，为全国
创造经验、作好表率、立好标杆。

（本报记者 邹宝元 整理）

“红色滁州”牵手南京
■ 本报记者 罗宝

在来安县皖东烈士陵园， 感受半
塔保卫战的惊心动魄； 赴天长市的抗
大八分校旧址， 体验党的军政干部的
苦与乐；到凤阳县小岗村，重温改革历
程，见证沧桑巨变……“五一”假期，南

京六合人曾明于一
家开车畅游

滁州 ，

追寻红色足迹。 “滁州不仅红色景点保
护利用得好，而且生态优美，民宿服务
也很好。 ”曾明于告诉记者。

滁州市红色资源丰富，凤阳县小
岗村 、来安县新四军二师师部旧址 、
定远县藕塘烈士纪念馆 、 中共中央
中原局旧址 、 天长市龙岗抗大分校
纪念馆入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
名录 。 小岗村红色旅游发展成为全
国红色旅游发展 60 个典型案例之
一 ，“‘改革起源 ’安徽小岗村红色奋
斗之旅 ”入选 20 条沪苏浙皖红色旅
游精品线路 ， 小岗村也成为中国乡
村红色遗产名村。

该市围绕“新四军皖东抗战
与革命战争 ”和 “小岗村改革

创新与艰苦奋斗精神”两条主题线索，
推出系列红色旅游研学项目，打响“红
色滁州”品牌。 同时，将红色文化与乡
村旅游、 民俗活动、 传统技艺有机结
合，持续开展“跟着非遗游景区”等文
旅活动， 打造江淮分水岭风景道沿线
乡村旅游示范村镇，培育特色民宿、皖
东农家乐、乡村旅游商品等。

去年以来， 滁州市文化和旅游局
与南京与你同行国际旅行社合作，开
展“融入大江北，对接长三角”品质游
主题项目。今年，滁州市还将联合中国
旅游报开展红色文化旅游高峰论坛，
加强长三角区域内政府、文旅企业、媒
体的交流合作， 开展推介活动。 前不
久，天长市与南京市浦口区签订《宁淮
高铁旅游圈城市（浦口—天长）推进长
三角一体化文化旅游战略合作协议》。
凤阳小岗村与南京旅游业协会自驾游
分会开展合作， 成为自驾游大集结活
动基地。

“胜利之城”对接徐州
■ 本报记者 何雪峰

本报通讯员 李兰凯

“刚参观过徐州市淮
海战役纪念塔， 又来到宿
州市萧县蔡洼， 我们仿佛走
进了淮海战役气势恢弘的战
争画卷，深受震撼。 这两处红色

景点都是光荣历史的见证， 也是
激励后人的丰碑! ”日前，在萧县蔡洼

红色旅游景区，江苏徐州经贸学校教师
裴姗姗和同事们发出这样的感叹。

萧县丁里镇蔡洼村，是淮海战役总
前委会议的旧址所在地，也是华东野战
军指挥部旧址所在地。 1948 年 12 月 17
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
总前委五首长齐聚蔡洼，召开了淮海战
役总前委唯一一次全体会议，研究了淮
海战役决战和渡江作战方案等重大问
题。 会议期间，总前委五首长在简陋的
小屋前合影留念，这张具有历史意义的
照片，在党史、军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
页，蔡洼也由此被称为“英雄会师地”和

“淮海战役第一村”， 萧县也因此有了
“胜利之城”的美誉。

“近年来，萧县东向发展、扇形对接
徐州，两地共享红色旅游资源，把红色
景点串珠成链。 ”蔡洼红色旅游景区管
理服务中心主任刘毓峰介绍，萧县蔡洼
以创建 4A 级红色旅游景区为抓手，科
学规划建设，加强讲解培训，优化服务
管理，促进景区提档升级，现已成为长
三角旅游系统党性教育基地、全国红色
旅游经典景区、全国关心下一代党史国
史教育基地等。

萧县与周边地区 60 余家单位建立
共享的党史资源和文化教育传承机制，
形成以蔡洼、萧县苏维埃旧址、萧宿铜
灵边区革命烈士墓、陈履真烈士墓等为
轴心的红色旅游带。 蔡洼红色旅游景区
与徐州工程兵学院、空后指挥学院结成
共建单位，打造现场教学基地。 同时，高
质量编制实施红色景区旅游总体规划，
规划建设萧县境内 3 条全域旅游专线，
谋划打造长三角一体化红色精品旅游
线路，推动互融互通，提升旅游品牌。

“东进之路”串珠成链

■ 本报记者 罗鑫

“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5 月中
旬，泾县云岭山峦如洗、云雾缭绕，记者来到
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的中共中央东南局旧
址外，新四军军歌铿锵的旋律声起，让这皖南
山村显得格外肃穆。

“我是看到网上红色精品线路的推荐，来
到泾县云岭的。 ”来自浙江安吉的游客张志成
告诉记者，“一路上重温红色历史， 亲近红色
符号，让我们对新四军精神有了更深的领悟，
不虚此行。 ”

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 12 月 25 日，新
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 1938 年 8 月 2 日进驻
云岭，中共中央东南局也同驻云岭。 1938 年 8
月至 1941 年 1 月，中共中央东南局指挥新四
军各部在苏皖等地敌后战场上浴血奋战，给
日寇以沉重打击， 壮大了党领导的抗日武装
力量，谱写了一曲曲气吞山河、可歌可泣的壮
丽诗篇。

沪苏浙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四
军成军后的主要根据地和战场 。 今年 4 月
23 日 ，沪苏浙皖一市三省文化和旅游部门
在上海共同举行 “东进之路 ”长三角红色
旅游主题活动启动仪式 。 活动当天 ，12
条 “东进之路 ”长三角红色旅游推荐
路线发布 ，其中包括 ：云岭新四军
军部旧址 +宣纸文化园 +世遗
宏村 3 日游 。

据了解，云岭新四军军部
旧址纪念馆被列入全国 12
个重点红色旅游景区、全国
30 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 、
100 个红色旅游精品景区
及全国最向往的 20 个党
史纪念地之一。 该馆还被
评为国家国防教育示范基
地、 全国廉政教育基地、长
三角区域旅游系统党性教育
基地。 今年 1 月至 4 月，新四
军军部旧址纪念馆接待参观者
17.56 万人次。

长三角红色旅游线路（2条）：
● “上海‘一大’会址—浙江嘉兴南湖—江苏淮安周恩
来故里—安徽大别山金寨两源两地”之旅
● “安徽泾县新四军军部旧址—江苏溧阳新四军江南指
挥部纪念馆—浙江长兴新四军苏浙军区旧址—上海新四
军广场”之旅

沪苏浙皖四地红色旅游精品线路（20条）：
● 上海：“初心之地、伟人足迹、精神传承、绿色青浦红
色回忆、汽车历史的过去现在和未来”5 条精品线路
● 江苏：“水韵江苏八百里英雄无敌新四军、 英雄之
城革命之都、红色淮安初心使命、感受民族品牌的科技
力量、‘水韵江苏’大运河美丽乡村之旅”5 条精品线路
● 浙江：“千年圣地百年初心、 不忘初心红动浙江、‘两
山’理念践行之旅、‘烽火岁月’红色之旅、浙西南红色信
仰之旅”5 条精品线路
● 安徽：“‘初心如磐’ 安徽大别山红色基因之旅、‘铿
锵铁军’安徽新四军红色沃土之旅、‘峥嵘岁月’安徽淮
海战役红色烽火之旅、‘百万雄师’安徽渡江战役红色足
迹之旅、‘改革起源’安徽小岗村红色奋斗之旅”5 条精品
线路

链接

▲ 近日，游客参观泾县新四军军部旧址。
本报记者 张敬波 摄

荨 萧县蔡洼红色景区。
本报通讯员 李兰凯 本报记者 何雪峰 摄

本版策划：记者部

盘活用好长三角““红色资源””

金寨红军广场（（资料照片））。。

长三角 22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