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懂文物背后的故事

安徽是一片红色的热土， 革命历史文
化底蕴深厚 ，革命老区县就有 68 个 ，占全
省县市区的 64%。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是二
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重要的根据地， 在我省大别山区留下众多
革命遗址遗迹； 新四军作为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两大抗日武装之一， 在安徽留下了大
量的革命旧址； 解放战争时期的革命文物
在我省也有较多遗存。 我省首次公布革命
文物目录， 勾勒出近代以来江淮大地波澜
壮阔的革命历史画卷。

通过对全省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和可移
动革命文物进行系统排查与认真核定，省文
物局梳理出首批名录。 从中我们不难发现，
我省革命文物分布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一
是区域分布广，580 处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分
布于全省 16 个市。 二是时间跨度长，涵盖中
国革命各个历史时期，彰显了近代以来安徽
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画卷。 三是数量多、类
型全，不可移动文物包含了战斗遗址、烈士
墓、陵园、纪念碑、故居、旧居、纪念馆、纪念

堂等，可移动文物有票据、手稿、书籍、刊物、
武器、纪念章、历史照片、生活用品等，完整
地反映了各个历史时期的特点。 其中，反映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 建设、
改革相关的史迹、实物和纪念设施构成了首
批名录的主体内容。

浏览名录中的革命文物， 可以感知安
徽在中国革命版图中的重要价值： 金寨位
于大别山的核心区 ，被誉为 “红军故乡 、将
军摇篮 ”，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 、人民
军队的重要发源地 ，大革命 、土地革命 、抗
日战争 、解放战争 、新中国成立各个时期 ，
金寨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记录。 新四军是
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 ，安
徽是新四军的集中地、东进抗日的出发地，
是新四军坚持八年抗战的主战场之一。 渡
江战役是人民解放军实施战略追击的第一
个战役，也是向全国进军作战的伟大起点，
合肥是渡江战役总前委所在地。 因此在上
述地区，革命文物相对较为集中，品种也最
为丰富和多样。

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

位于合肥市滨湖新区的渡江战役纪念馆的
“人民支前”展厅中，有一面黄底黑字的锦旗，除
了岁月的侵蚀，旗子的一角有很明显的缺失。这
面锦旗，曾属于一位渔民，它参与并见证了“渡
江战役”。 这是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
战军第 106团授予“支前船工”陈正华的，锦旗
的一角在渡江过程中被炮弹击穿。 锦旗不仅承
载了陈正华和父亲陈文义光辉的革命历程，也
是军民团结一心的重要见证。渡江第一船，精神
永流传。 渡江战役纪念馆馆长程红说：“每一件
革命文物背后， 都有一段无法忘怀的历史与一
个令人感动的故事。 为了翔实而精准地讲述那
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我们不仅对讲解词字斟句
酌，而且邀请文史专家反复勘正，让人们从辉煌
党史中汲取开拓奋进的智慧和力量。 ”

在可移动革命文物的展示方面， 各收藏
单位精心策划展览陈列，如安徽博物院的“烽
火江淮———安徽革命史陈列”，以安徽区域现
存珍贵革命文物为展示主体，结合历史照片、
革命题材美术作品及半景画、 多媒体演示等
辅助技术展示手段， 展出革命文物 550 余件

（套）、历史图片 400 余张，多角度、全方位地
展现近代安徽人民的革命征程与历史功绩。

记者了解到， 首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之
一的金寨县革命烈士陵园，2020 年成为大别
山地区唯一入选全国首批中华民族文化基因
库（一期）红色基因库试点单位。 今年 5 月，珍
藏有大量可移动革命文物的渡江战役纪念
馆，被确定为 2021 年度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库
（一期）红色基因库试点单位。 革命文物是党
史学习教育的生动教材， 只有加强革命文物
活化利用，让革命文物开口讲党史故事，才能
发挥革命文物的重要价值和作用。 在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的日子里， 我省将继
续加强革命文物保护修复工作， 深化革命文
物价值挖掘，提升革命文物展示开放水平。 一
系列相关活动正围绕我省丰富的红色资源展
开，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
大地上的遗产活起来，让广大市民、游客在珍
贵的革命文物、厚重的历史资料、复原的历史
场景中切身感受建党百年的艰辛历程与辉煌
成就。

保护革命文物，珍视红色遗产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前方指挥部旧址，
位于大别山深处的金寨县沙河乡楼房村周氏
老宅。 走进青砖黛瓦的质朴院落， 一块块展
板、一幅幅照片整齐排列，翔实地讲述着刘邓
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伟大壮举及其在金寨
的奋战历程。 沙河乡党委书记熊涛说：“当时
周氏老宅共 67 间，现在仅存 30 多间，我们正
在组织人力物力继续维护修缮。 金寨县已经
把指挥部旧址修缮列入‘十四五’规划，力求
恢复到原有规模，留住珍贵的红色记忆。 ”金
寨县将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列入党委、 政府重
点工作， 并在全省率先成立红色文物管理中
心， 专职负责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作， 为 56
处重点革命文物配备了保护员。

革命文物保护，坚持规划先行。 近年来，
我省组织编制了 《大别山区革命文物保护利
用战略规划》，成为全国跨区域联动开展革命
文物保护利用的典范。 同时，《独山和金寨革
命旧址群保护规划》《渡江战役总前委旧址保
护规划》等 20 多处国保省保规划先后完成编
制。 目前，全省 15 市 66 县（市、区）列入全国
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分县名单， 数量排名
全国第六。

只有有效保护革命文物的历史真实性、
风貌完整性和文化延续性， 才能为传承红色

基因、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提供支持和保障。 省
文物局革命文物处副处长佘强祥介绍， 我省
始终高度重视革命文物工作， 率先在全国出
台 《安徽省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 （2018—
2022 年）实施方案》。 2019 年至 2020 年，省财
政设立 2 亿元革命老区红色文化保护专项资
金，同时省文化和旅游厅争取国家资金 1.6 亿
元， 共实施 330 个革命文物维修保护和展陈
项目。 此次公布的首批革命文物名录中的不
可移动革命文物， 大多数都经过了精心保护
和修缮， 目前还有一些重要革命旧址正在修
缮或处于环境整治中。 如金寨县 2019 年至
2020 年争取国家、省级专项资金 12342 万元，
实施 106 个文物的维修、三防和布展等工程。
岳西县进行了革命文物修缮方案编制， 近年
来对王步文故居、 鄂豫皖边区第二次国共合
作谈判旧址和请水寨暴动旧址群等进行了整
体修缮。 大别山革命旧址群、泾县新四军军部
旧址、 岳西县王步文故居等一批革命文物得
到修缮，环境风貌进一步改善。

通过不断努力， 我省一系列革命文物保
护区域改善了文物周边环境， 在有效保护的
同时， 有力提高了红色文化遗产的美誉度和
亲和力。

安徽革命文物知多少

革命文物承载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
记载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和感人事迹， 是党和国家
的宝贵财富，是弘扬革命传统和革命文化、加强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激发爱国热情、振奋民族精神的
生动教材。

丰富的革命文物是珍贵的红色资源， 更是江淮
大地的“传家宝”。每一处革命遗址，都是我们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的生动课堂；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汲
取政治智慧、提升党性修养的最好营养。

目前， 全省拥有各类不可移动革命文物 3318
处，其中国保单位 25 处、省保单位 121 处、市县保
单位 430 处 ； 各类可移动革命文物 1.1 万多件
（套），其中珍贵文物 2869 件（套）。 4 月 20 日，我省
首批革命文物名录公布，包括 580 处不可移动革命
文物和 3646 件可移动革命文物， 这些实物遗存彰
显着革命精神、传递着革命文化。

在首批革命文物名录中， 不可移动革命文物涉
及到各个文保级别。 其中，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6 处，如鄂豫皖革命旧址群———独山和金寨革命旧

址群、新四军军部旧址、淮海战役总前委和华东野战
军指挥部旧址、渡江战役总前委旧址、小岗村旧址；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87 处，如李克农故居、新四军淮
上行署旧址、中共寿县第一次代表大会旧址、抗大八
分校旧址、苏家埠战斗旧址、金寨县革命烈士陵园、
红军村旧址、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革命旧址群、戴安
澜烈士墓、凌宵烈士墓、王步文故居、鄂豫皖军政大
学皖西分校旧址、中共皖南特委机关旧址；市县级文
物保护单位 477 处， 如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旧址、吴
山庙起义旧址、小朱庄战场、皖北烈士陵园（五里庙
烈士陵墓）、雪枫井、黄口暴动旧址、淮海战役颍河阻
击战遗址、 中共苏皖省委旧址、 红二十五军军部旧
址、鄂豫皖中央分局会议旧址、立夏节起义包畈暴动
旧址、斑竹园镇烈士塔、皖江兵工厂旧址、花尖山抗
日战斗旧址等。

名录中的不可移动革命文物涉及全省 16 市，
六安市数量最多，达到 200 处，具体项目如鄂豫皖
革命旧址群———独山和金寨革命旧址群、 红 28 军
重建会议旧址、 毛坦厂明清老街重点古建筑———张

家店战斗三纵司令部旧址（涂氏宗祠）、中共鄂豫皖
区委员会旧址等，其中金寨县数量达 164 处。 其次
是安庆市的 124 处。 除此之外，合肥市 17 处，淮北
市 13 处，亳州市 17 处，宿州市 14 处，蚌埠市 6 处，
阜阳市 17 处，淮南市 11 处，滁州市 14 处，马鞍山
市 7 处，芜湖市 25 处，宣城市 47 处，铜陵市 25 处、
池州市 13 处，黄山市 30 处。

除了 580 处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名录还公布了
本省可移动革命文物 3646 件， 相比不可移动革命
文物，可移动革命文物数量大、内容丰富，其中一级
文物 904 件，二级文物 190 件，三级文物 2552 件。
首批可移动革命文物名录， 出自全省 34 家收藏单
位，包括安徽博物院、渡江战役纪念馆、金寨革命博
物馆、大别山烈士陵园管理所、阜阳市博物馆、淮海
战役总前委旧址纪念馆、皖西博物馆、安庆博物馆、
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等。 安徽博物院提供的可移
动革命文物数量最多，达到 1192 件，占总数的 40%
以上 ，1192 件可移动革命文物中有一级文物 47
件， 如 1907 年安徽白话报、1929 年红日印刷厂木
字丁、1949 安徽省人民政府铜印等。 其次，渡江战
役纪念馆提供的可移动革命文物为 300 件，金寨革
命博物馆提供的可移动革命文物为 164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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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改天换地的建国基业，到翻天覆地的改革大业，再到顶天立地的时代宏
业，一个个革命遗迹成为红色地标，一件件革命文物讲述红色传奇———

百年奋斗路 文物映初心

▲ 渡江战役英雄马毛姐获得的

“一等功臣红布五角星”。

荨 由安徽籍的革命党

人创办的《安徽白话报》。

荩 中共安徽省委书记王步

文烈士的眼镜。

位于泾县的新四军政治部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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