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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红色江淮的“精神地标”
独秀园中，青松绿柏隐藏着中国共产党

肇建之初的历史足迹；大别山巅，怒放的杜
鹃花诉说着红军将士的战斗故事； 江心洲
上，斑驳舟楫见证着百万雄师过大江的英勇
无畏；小岗村里，“当年农家”茅草屋记录着
中国农村改革的壮丽篇章……

从中国共产党史、新中国史到改革开放
史，江淮大地广泛保存着各个历史时期的红
色遗迹， 越来越多的人们踏上一段红色之
旅，了解红色景区背后的故事，接受革命先
烈的精神洗礼，让一颗澎湃的心留住激情燃
烧的红色记忆。

厚重的红色文化底蕴

红色旅游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
革命和战争时期建树丰功伟绩所形成的纪
念地、标志物为载体，以其所承载的革命历
史、革命事迹和革命精神为内涵，组织接待
旅游者开展缅怀学习、参观游览的主题性旅
游活动。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江淮儿女在党
的带领下， 书写下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涌
现出不可胜计的英雄人物，孕育了一系列伟
大精神，这些奠定了安徽大地厚重的红色文
化底蕴。

革命文物是红色旅游的重要载体。 我省
革命文物资源丰富，涵盖中国共产党创建及
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战时期、解放
战争时期的革命历史建筑、遗址遗迹、标语
石刻、名人故居（旧居）、墓葬陵园等。 全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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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可移动革
命文物 1.1 万多件（套），其中珍贵文物 2869
件（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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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皖西，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
部分以及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红色
热土；金寨更是全国著名的“将军县”，拥有
革命烈士纪念塔、洪学智将军纪念碑、红军
纪念堂、红军烈士墓园、革命博物馆等一批
景点，见证了革命岁月的辉煌历史。 自鄂皖
边界的大别山，来到苏皖交界的滁州来安，
跨进皖东烈士陵园大门，高耸的纪念塔即映
入眼帘，1940 年 3 月，新四军对来犯的国民
党军队以少胜多，取得半塔保卫战的胜利，
奠定了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基础。 目光转向
皖南，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皖南事变烈
士陵园在泾县巍然而立，漫步园区，瞻仰遗
迹，昔日枪声犹在耳畔。 历史的指针转向解
放战争，皖北曾是淮海战役的主战场，淮北
市的淮海战役总前敌委员会旧址纪念馆和
双堆集烈士陵园见证来之不易的胜利；在渡

江战役中，八百里皖江成为重要战场，在合
肥滨湖新区的巢湖之滨，渡江战役纪念馆犹
如一艘乘风破浪的巨型战舰，面向巢湖直指
长江……从淮北到江南，安徽保存着一大批
重要红色遗迹，吸引全国各地的游客前往参
观缅怀。

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

烽火连天的岁月， 狼烟四起的战场，先
辈用鲜血教会我们奉献，用意志教给我们信
念。 重温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谁能不心生
敬仰？ 追寻红色记忆，缅怀先烈伟绩，红色旅
游是一段令人心潮澎湃的经历。

近年来，我省各地不断加大投入，持续
升级红色旅游产品， 创建一批全国知名的
红色旅游景区景点， 打造一批闻名全国的
红色旅游线路。金寨县革命烈士陵园、泾县
皖南事变烈士陵园及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
馆、芜湖王稼祥纪念园等 31 个单体景区被
列为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全国 12 个红
色旅游区涉及我省的有大别山红色旅游
区 、鲁苏皖红色旅游区 2 个 ；全国 30 条红
色旅游线路涉及我省有黄山—婺源—上
饶—弋阳—武夷山 、 黄山—绩溪—旌德—
泾县—宣城—芜湖 、 合肥—六安—金寨—
霍山—岳西 3 条。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充分
展示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
革命、建设、改革历史进程中取得的重大成
就，日前，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宣传部、中央
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发
布“建党百年红色旅游百条精品线路”，安徽
有 7 条精品线路入选。 其中，“淮海战役·伟
大胜利”“初心如磐·不屈军魂”“百万雄师过
大江”“小岗精神·改革序幕”“革命大别山·
红色鄂豫皖”5 条精品线路入选“重温红色历
史、传承奋斗精神”主题线路；“科技创新·驱
动江淮”精品线路入选“走近大国重器、感受
中国力量”主题线路；“古徽州·新农村”精品
线路入选“体验脱贫成就、助力乡村振兴”主
题线路。

一条条红色线路、 一个个红色景点，串
起全省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让广大游客亲
身感受红色遗迹、红色文物、红色故事，在旅
游体验中铭记党的历史、 接受红色洗礼、传
承红色基因，不断增强永远跟党走的信心与
决心。

耀眼的红色品牌形象

从六安市的“挺进大别山”红色体验游，
到滁州市的“红绿古蓝”四色旅游；从铜陵市
的红色旅游带动就业工程，到芜湖市的红色
山水涧风景区“四季牌”旅游，红色旅游已经
成为全省全域旅游重要业态之一。 近年来，
我省把红色旅游纳入全域旅游及研学旅游

范畴，加快与绿色旅游、古色旅游融合，产业
链不断延伸，红色旅游的吸引力不断增强。

长三角三省一市，山水相依、人文相通，
红色旅游资源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在全国
占有重要地位。 近年来，我省加快红色旅游
区域联合步伐，不断加强与上海、江苏和浙
江文化和旅游部门合作，持续增强红色旅游
发展张力。 2018 年 5 月，沪苏浙皖旅游管理
部门联合公布 20 个长三角区域旅游系统党
性教育基地；2018 年 11 月，沪苏浙皖 8 个区
市在上海成立长三角红色文化旅游区域联
盟；2019 年 11 月，长三角红色文化旅游区域
联盟新增 4 个成员单位，揭牌成立长三角红
色文化研究中心， 并发布 “跟着课本去旅
行———长三角红色文化研学线路”。

进入新发展阶段，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
家战略的深入实施为沪苏浙皖深化红色旅
游合作交流创造了更大空间，区域内的红色

资源正连点成线，成为一道道亮丽的“红色
风景线”。 今年 4 月底，安徽、上海、江苏、浙
江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在金寨县举办长三
角红色旅游创新发展合作交流活动，推出 22
条红色旅游线路。 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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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条长三角红
色旅游线路串起三省一市红色旅游精华景
区，为游客感悟长三角党史文化提供详尽的
“导览图”。

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袁华说：“长三角
拥有共同的红色记忆、红色血脉，三省一市
将推进红色旅游资源共享、线路共推、信息
共用、市场共拓，弘扬红色文化，讲好红色故
事，共同塑造长三角红色旅游品牌新形象。 ”

红色印记耀初心

金寨红军广场

位于金寨县老城区，包括金寨县革命烈士纪念塔、洪学智
将军纪念碑、金寨县红军纪念堂、金寨县红军烈士墓园、金寨
县革命博物馆等景点，是国家 4A 级景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
示范基地和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其中，金寨县革命烈士纪
念塔于 1964 年兴建，塔高 24 米，气势宏伟，庄严肃穆，正上方
刻有刘伯承题词“燎原星火”四个大字；金寨县革命博物馆由
邓小平题写馆名，展厅包括革命史厅、将军厅、名人厅、烈士
厅、洪学智将军纪念馆和今日金寨厅等。

渡江战役纪念馆

坐落于巢湖之滨，由五角星胜利塔、渡江战役总前委群像
和主场馆组成。总前委群像，从左往右依次是粟裕、邓小平、刘
伯承、陈毅和谭震林。 主场馆，造型犹如两艘乘风破浪的巨型
战舰，并排行驶在浩瀚的水面上，舰首直指前方长江；馆身向
前倾斜 49 度，象征着渡江战役在 1949 年取得伟大胜利。展馆
馆藏文物 2200 余件，一级文物 12 件，以时间为线索，通过战
前形势、突破江防、战役胜利等 6 个展厅，再现了 400 万军民
奋勇向前的壮阔场景，讴歌了人民战争的伟大胜利。

皖东烈士陵园

原名半塔烈士陵园， 位于来安县半塔镇， 历史上著名的
“半塔保卫战”发生地。陵园包括半塔保卫战旧址、纪念塔和皖
东革命纪念馆。 纪念塔高 10 米，塔顶屹立着一尊高达 3.1 米
的新四军战士雕像，塔的正面是陈毅元帅亲笔书写的“革命烈
士永垂不朽”题词。 皖东革命纪念馆由刘少奇在皖东纪念馆、
新四军第二师纪念馆、半塔革命纪念馆组成，全面、准确展示
了革命战争年代皖东人民波澜壮阔的光辉历史。

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

位于泾县云岭镇罗里村，包括军部司令部、军部大会堂、
中共中央东南局、修械所、政治部、教导队、战地服务团、烈士
墓和叶挺桥等 10 处旧址。 1938 年 7 月至 1941 年 1 月，新四
军军部在此设立，指挥华中敌后各抗日战场的新四军部队，中
共中央东南局也同时在此设立。 新四军军部在云岭近 3 年时
间里，是新四军向华中敌后发展的关键时期。 在叶挺、项英领
导下，新四军将士活跃在大江南北，英勇抗敌，创建了众多的
抗日根据地。

千里跃进大别山纪念馆

位于临泉县韦寨镇吴营村。 1947 年 6 月，刘伯承、邓小平
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战略部署，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
力强渡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
防御转为战略反攻的序幕。纪念馆分为转折前夜、千里跃进、挥
师临泉、精神永驻 4 个部分，充分运用声、光、电等现代手段，通
过景观塑造，模拟指挥、战争场面，配以浮雕、绘画、照片等，逼
真地再现了刘邓大军在临泉长达 88 天的战斗生活全景。

“两弹元勋”邓稼先故居
位于安庆市宜秀区五横乡。邓稼先故居主体建筑为“铁砚

山房”，原是清代书法篆刻艺术大家邓石如（邓稼先六世祖）故
居。铁砚山房为四进穿斗式瓦房，第一进为门厅，第二进为“守
艺堂”正厅，第三进为“燕誉居”，第四进为仓库。房间布局最大
程度地展现了邓稼先及其家人曾经的日常生活， 尤其是邓稼
先用过的衣物、鞋帽、书籍等都是其妻子许鹿希等亲属所赠，
床铺、立柜、座椅、墙体等都带有很强的岁月感。该景
区曾入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

�� 来安县皖东烈士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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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旧址叶挺雕像。 本报记者 程兆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