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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人民网报道，近日，第 44 届世界遗产大会期间，由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主办的主题边会在福建福州召开，主题
为“世界自然遗产与自然保护地协同保护”。 会议认为，世
界自然遗产和自然保护地协同保护、融合管理是全球共同
趋势，各缔约国依托本国自然保护地管理体系为其自然遗
产保护提供了有力支撑，自然遗产保护的国际化标准则进
一步提升了自然保护地的管理水平。 目前，中国有世界自
然遗产 14项，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 4 项，数量均位居世
界第一。

世界自然遗产协同保护成趋势

据新华网报道，为加快“博物馆之城”建设，打造高质
量博物馆集群， 北京市文物局日前公布的相关意见提出，
北京市将设立专项经费对社会力量兴办博物馆予以扶持。
据悉，北京市将坚持政府引导，鼓励社会力量共建、共管博
物馆；对社会力量兴办博物馆以运行评估补助、定级奖励、
政府购买服务等形式进行资金扶持；鼓励有条件的社会力
量兴办博物馆依法设立基金会， 多渠道筹措发展经费；支
持社会力量兴办博物馆从事文化创意产品开发并享受税

收、投融资服务等相关扶持政策。

社会力量办博物馆将获经费扶持

37部影片入围 FIRST青年电影展

据人民网报道，宋锦、核雕、灯彩、明式家具、苏式船
点、苏绣、香山帮建筑营造、缂丝、玉雕……日前，非遗纪录
片《天工苏作》讲述了苏州非遗传承人和手艺“纠缠”一生
的故事。 导演孙曾田认为，手艺的力量来自手艺之外。 “技
也近乎道”，创作者不只要关注手艺的“技”，更要关注“技”
背后的“道”，这个“道”是工匠精神，也涵纳文化、情感和哲
思，关联社会、经济和时代变迁。

非遗纪录片讲述“艺”背后的故事

据新华网报道，第 15届 FIRST青年电影展 ７月 25日
在青海省西宁市揭幕，37 部影片将进行最佳剧情长片、最
佳纪录片等 10 个奖项的角逐。 FIRST 青年电影展的前身
是大学生影像节，于 2006 年创立于中国传媒大学，2011 年
落户西宁，正式更名为西宁 FIRST青年电影展。 其创始初
衷是持续发现、 推选青年电影人首作及早期电影作品，激
发青年人的创作勇气和艺术自信。

（谷雨/文 艺林/图）

特别报道·用活红色资源 讲好党的故事輥輱訛

■ 本报记者 罗宝

今年以来，无论是在定远县朱湾镇小学
少年宫里，还是在朱湾东圩革命烈士陵园里
的“大户刘战斗纪念碑”前，或者在滁州市光
荣院里，92 岁的新四军老战士、“中国好人”
严明友总会教孩子们唱红色歌曲，给他们讲
革命故事，带他们回忆皖东大地上新四军抗
日的光辉历史。

多渠道挖掘开发红色资源

在滁州市，通过老战士讲述、文艺演出、
书籍出版、图片实物展、微视频传播以及众
多红色景点的挖掘、修建、开放，越来越多的
红色资源被人们所知晓，成为革命文化及爱
国主义教育的载体， 成为弘扬光荣传统、赓
续红色血脉的阵地。

滁州是富含红色基因的革命沃土。 抗日
战争时期，滁州是抗日根据地之一，中共中
央中原局曾进驻滁州，在此召开的三次会议
为华中抗日根据地发展和新四军壮大奠定
了坚实基础，许多老一辈革命家都在滁州留
下了战斗足迹；来安县半塔保卫战、定远县
大桥攻坚战名垂青史； 天长龙岗抗大八分
校、九分校培养了大批抗日精英；天长籍新
四军音乐家何仿在金牛湖地区采集当地民
歌改编的《茉莉花》名扬海内外；1978 年，凤
阳县小岗村首创“大包干”，更是揭开了中国
农村改革的序幕。

滁州市红色资源丰富， 历史事件发生
地、军事遗址与古战场、展示演示场馆、名人
故居与历史纪念建筑、 陵墓陵园等均有分
布。 据统计， 全市红色资源单体数量达 17
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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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中共中央中
原局旧址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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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滁州市专门编制了红色旅游
发展规划纲要，通过加强基础设施

配套、提升红色景区品质、开发精品旅游线
路、联合宣传推介开发，将红色旅游资源串
联成线、连点成片，促进红色基因薪火相传。
同时，以小岗村、抗大八分校等省、市级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为主体，按照有场地、有展览、
有讲解员、有规范讲解词的“四个有”标准，
命名了首批 27 个市级党史学习教育基地，
全市党员、青少年学生就近就便开展学习参
观、祭扫宣誓等活动。 该市还整理一批滁州
党史故事，在全市开展新四军老战士口述历
史档案活动，共采访近百位老战士，形成 17
万字的《抗战记忆———滁州市新四军老战士
口述历史选编》，编印《滁州市抗日英雄人物
传》，收集汇总滁州“红色文物故事”。

多途径打造红色宣教品牌

“那次战斗打得很激烈，在敌人机枪扫
射下，我们成功地炸掉了暗堡，可是排长和
五个兄弟都牺牲了，他们没有看到胜利的那
一天……”说到这里，年逾九旬的天长籍抗
日老战士李元忠声音有些哽咽。 近日，在李
元忠的家中， 志愿者们簇拥着老人围成一
圈，听红色故事。 今年 7 月初，离休干部李元
忠高兴地接受聘请，担任了天长市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一刻钟”宣讲员。

作为全国首批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建设试点，天长市探索“一

刻钟 ”宣讲新模式 ，动员
热心党史国史宣传教育
的宣讲员进社区 、 进学
校 、进宅院 ，利用一刻钟
时间 ， 以身边人讲身边
事、身边事教育身边人的
形式开展红色教育 。 近
期，该市还选聘了一批像
李元忠这样的抗日老战
士和离退休老干部，以及
改革发展过程中的先进
典型人物担任宣讲员，让
广大群众了解革命战争
的艰苦、社会主义建设的

成就，体会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今年，该市
组建了千秋红“五老”、向日葵“五青”、爱之
声“好人”、茉莉香“文艺”、新时代“骨干”、新
农人“百姓”、“三八红旗手”等 7 支党史宣讲
队伍，打造“一刻钟宣讲”“一小时巡演”“一
分钟视频”3 个党史宣讲品牌。

滁州市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红色文化
宣传教育活动，唱响了一个个红色品牌。 琅
琊区建好用好“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
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 等 10 个
社区党史教育主题馆，今年以来累计接待近
2 万人次，实现了党员干部群众在“家门口学
党史”的目标。

全椒县突出“90 后”青年宣讲团作用，推
出《党史故事青年说》系列微宣讲视频，让党
史故事既有历史感又有现代感。 凤阳县依托
大包干纪念馆、沈浩先进事迹陈列馆，讲述
新中国改革开放史、小岗村改革发展历程以
及党和国家“三农”政策，累计接待青少年研
学人数超过 1 万人次，并打造 20 个以“重温
红色经典，共述爱国初心”为主题的“红色书
屋”，参加“红色读书会”“经典诵读会”等活
动的社区党员、群众超过 1500 人次。

南谯区组织开展 “百名党员口述党史”
活动，遴选建区以来各个时期的优秀共产党
员 100 名，由他们口述党史，现已完成 40 名
党员的录制，收集口述历史素材近千条。 来
安县投入项目资金 3000 余万元， 对半塔保
卫战旧址和大刘郢新四军二师师部旧址、少
奇楼等革命旧址进行维护升级，全力打造融
馆、塔、堂、墓、园为一体的来安红色教育阵
地。 滁州市委网信办创新建设“e 心向党”数
字党建平台暨“E 时光”书屋，包括“四史”馆、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馆等 7
个线上馆，运用 AR、VR 等数字化技术，把丰
富的红色资源转化为鲜活的党史教育资源，
为全市党员干部营造沉浸式学习体验。

多举措点燃青少年学党史热情

“当我们追随着历史的脚印，登上这层
层石阶，‘革命英雄纪念塔’ 赫然在目。 ”日
前， 在来安县党史学习教育暨 2021 年新时
代文明实践大讲堂上， 随着小讲解员的讲

解，大屏幕上缓缓展现出皖东革命纪念馆内
的场景，一张张旧影，一件件旧物，带着现场
观众穿越历史， 重温那段铁血的抗战历程。
“虽然没有亲身前往， 但随着小讲解员的引
导， 我似乎已经完整地游历了皖东烈士陵
园，在说到半塔保卫战这一段时，我甚至听
到了激烈的枪声。 ”观看完毕，来安县舜山镇
党委宣传委员赵正平还沉浸在那个战火纷
飞的岁月里。

为弘扬光荣传统、赓续红色血脉，来安县
半塔镇组织文艺工作者搜集当地红色故事，
创作了反映新四军爱岗敬业的 《模范队之
歌》、 反映以群众为中心的 《条条政策记心
上》、反映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罗炳辉将军
赔衣裳》，以及淮调《少奇同志在半塔》《半塔
革命歌曲联唱》、诗朗诵《烽火再现》、民间旱
船《子母灯》等文艺作品，把红色故事搬上舞
台。 半塔镇文化站站长王祖道介绍：“我们组
建红色文艺轻骑兵志愿服务队， 将这些节目
四处传唱，现在在我们半塔，无论是老人还是
孩子，几乎每个人都能讲上几个红色故事。 ”

来安县还成立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编辑
520 位征战在淮南抗日根据地的新四军将士
和在抗日战争中作出贡献甚至牺牲生命的
淮南英雄儿女名录， 整理出 2485 位抗日战
争中牺牲在淮南抗日根据地的烈士名单，搜
集了 37 幅图片， 出版发行了约 40 万字的
《战斗在淮南的抗日儿女》一书，并把这本书
无偿赠送给来安县各中小学校，作为爱国主
义教育素材。 “看了这本书，我才知道原来我
们来安还有这样一段光荣的历史，更明白我
们今天的生活来之不易。 ”舜山中学学生李
雨落说。

琅琊区借助社区党史馆阵地，组织讲解
员和 “一老一少 ”宣讲队伍讲述革命历史 ，
开展红色童谣传唱活动及“读红色家书 学
百年党史”“全民阅读 童心向党”等各类主
题红色经典诵读活动，举办青少年讲故
事比赛、“红星闪闪耀童心”红色绘本故
事进小区巡讲等活动，让青少年感受革
命精神和家国情怀，让红色故事在
青少年心中生
根发芽。

滁州市挖掘整理红色资源，打造“一刻钟宣讲”“一小时巡演”“一分钟视频”等各
具特色的红色宣传教育品牌，让党史教育活起来、党的故事生动起来———

桃源，一幅美丽的徽州画卷
■ 本报通讯员 陈云明/文
本报记者 潘成/图

很幸运，我生在江南古徽州村落———黄山
市祁门县桃源村，相传村庄因神似陶渊明《桃
花源记》中的描述而得名。 夏日里，友人到访，
我们同游了这个美得让人心醉的地方。

我和友人过廊桥，右拐弯，沿着河边观光
步道前行，山坞豁然开阔，映入眼帘的是一幅
美丽的夏日荷景 ， 成片的荷花亭亭玉立 ，竞
相绽放 ，与桃源村古祠堂交相辉映 ，形成一
幅美丽的桃源荷花徽韵图 。 据宗谱记载 ，宋
朝时咸宁知县陈仁四因爱桃源山川秀美而
定居于此 ，后代人丁兴旺 ，分支出五门，建起
了七座祠堂，号称 “五门七祠 ”。 村中巷道众
多，沿着桃花街一直走，大经堂、持敬堂、保极
堂、慎徽堂、思正堂、叙五祠等等大小祠堂散
落在村中。

桃源村至今依然保存着明清时期的风貌。

兔耳溪在村前逶迤而过， 村后龙山古木森森，
村中民居粉墙黛瓦花窗，马头墙高昂。 我们走
在青石板上，青石板很窄，窄得两边屋宇几乎
相连，旁边的房子很老，墙上的纹理斑驳陆离，
小巷曲曲折折，穿行巷中，有曲径通幽之感。

沿着青石板路，我们走进叙五祠，这里曾
经是村里的陈氏总祠。 叙五堂原名敦睦堂，明
英宗天顺三年（1459 年）更名为叙五祠，“叙五”
象征桃源陈氏五支，继承先祖，团结敦睦，共创
宏业。

桃源村后山有一棵大树———“五门樟”，听
老人们说， 这是五门后裔重家训和睦相处之
意，这也是古人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见证。

走进千年古村桃源村， 仿佛走进了历史，
曾经桃源村里还有著名的桃源十八景，如今已
不太全，但 9 座古祠堂、20 多幢古民居，地母
庙、桃源荷景、千年罗汉松、古樟、银杏等景观，
还是蔚为壮观，极为吸引人。

随着美丽乡村建设的深入推进，桃源村又
发展了精品民宿经济，其中尤以南山客栈最为
精致优雅。客栈坐落在村落半山腰，青砖、木头
搭建的三栋小楼被一片绿色裹在其中，身处楼
里，远眺是青山，近观有绿水，“采菊东篱下，悠
然见南山”的感觉油然而生。

唱响主旋律 映皖东

俯瞰桃源村。。

位于来安县半塔镇的皖东烈士陵园是红色教育基地。 本报通讯员 吕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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