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齐进虎的木盆
■ 讲述：渡江战役纪念馆 王丹

整理：本报记者 张理想

“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从一千余华里的战线上，冲破敌阵，
横渡长江……”1949 年 4 月 22 日， 毛泽东亲自撰写的这则新闻
稿，再现了人民解放军万船齐放，冲破长江天险的宏大场面。

在合肥市渡江战役纪念馆， 有一只看起来很普通的木盆，长
1.71 米、宽 1.14 米、高 0.37 米，这是江南地区的百姓在河塘里采
菱角时常用的木盆，它和百万雄师横渡长江有什么联系呢？

1949 年 3 月，人民解放军兵临长江。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命
令，前线部队要做好渡江侦查工作，了解国民党军的布防，为渡江
做好战斗准备。此时，摸清长江无为段黑沙洲，这个国民党长江防
线的前哨阵地的敌情，就显得尤为重要。 部队把侦察任务交给了
27 军 79 师侦察队副排长齐进虎，他也是电影《渡江侦察记》剧中
的一个原型。

不久，趁着冒雨的夜色，齐进虎带领 4 名侦察员偷渡黑沙洲。
经过实地侦察，把敌人的兵力、布防、地形情况了解得十分清楚。
他们还顺着电线找到敌人的指挥部，通过窃听敌人电话，获取了
大量情报。 但是，情报怎样送回去呢？

一天夜里， 齐进虎在一间茅草屋里偶然发现了这只木盆，着
急的大家顿时喜出望外，齐进虎决定：就用它渡江！晚上大家在池
塘里一遍遍地练习，连续 3 天，终于可以控制住木盆，接下来就是
等待时机。

机会来了， 江面上刮起了东南风。 齐进虎激动地对战友说：
“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即使木盆碎了，扶着一
块板也要漂过去！ ”俗话说：“长江无风三尺浪。 ”当他们划到江心
时，风越刮越大，木盆就像一片落叶随着风浪上下颠簸。 突然，一
个浪头打来，木盆里进水了，齐进虎赶紧脱下上衣吸收进水，一下
接一下地往外拧水。 风浪中，30 天来靠蚕豆叶、油菜叶勉强果腹
的他们拼尽全身力气，不停地向江北划去。终于，在大军渡江的前
5 天，齐进虎将珍贵的江防情报送回了部队，为部队渡江作战创
造了有利条件。

如今，这只木盆作为红色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向观众无
声地讲述着英雄的传奇。 人们走过木盆，就仿佛看到齐进虎在汹
涌的江水中划桨的身影，看到人民解放军突破江防、抢滩登岸的
场景，看到 370 多万革命先烈用年轻生命诠释舍生忘死、铸就共
和国无字丰碑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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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徽风皖韵的运动模式

庐江第三届瓜果采摘嘉年华开幕
近日，“乡约庐江 桃醉冶父山”2021 合肥（庐江）第三届瓜果

采摘嘉年华暨庐江冶父山镇首届黄桃文化旅游节，在冶父山镇黄
桃基地举行，来自全省各地的近千名游客体验采摘乐趣，共享黄
桃盛宴。活动由庐江县委宣传部指导，冶父山镇政府主办，庐江县
文化和旅游局等单位支持。创意情景式演出推介庐江县的山水人
文和乡村旅游资源，打响“乡村旅游到庐江”品牌。 冶父山镇黄桃
IP 形象———“黄小桃”首次对外亮相，以拟人化形象与游客欢乐
互动。 主办方还为赢得“桃王争霸赛”的农户颁奖，激发桃农品质
意识，提升冶父山黄桃品质。 庐江县明圣二宝黄桃种植专业合作
社、青旅商城、肥肥市集等三方代表签署合作协议，更好地打通冶
父山镇黄桃网络销售渠道。活动现场，还特别设置桃园市集，全面
展销庐江县丰富的农旅特产。 近年来，冶父山镇将黄桃产业作为
全镇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和实施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大力推进
黄桃标准化种植、产业化加工、品牌化运营，黄桃种植面积 5000
余亩。 (张理想)

我省“十四五”建立
景区客流信息发布机制

近日，省文化和旅游厅印发《安徽省智慧旅游“十四五”行动
计划》，提出“十四五”时期建立景区客流信息发布机制，引导游客
错峰游览，保障游客旅游品质。 “十四五”时期，我省将按照“限量、
预约、错峰”的要求，逐步完善全省旅游景区门票网络预约系统。
市级预约系统、景区预约系统通过接口实现与省级预约系统的数
据汇聚，实时监测景区门票预约、游客入园数等相关客流量情况。
各市、各景区根据预约情况，通过网站、微信、微博、移动 App、手
机短信、景区广播、电子屏等多种手段，建立客流量信息发布体
系，实时发布景区预约状况、在园人数。 （张理想）

合肥电竞酒店消费活跃度全国居前
日前，同程旅行发布《中国电竞酒店市场研究报告 2021》，系统

分析国内电竞酒店市场的发展现状及消费趋势。 《报告》指出，2021
年全国电竞酒店的存量预计达 1.5万家， 到 2023年将突破 2万家。
目前国内主流电竞酒店的价位主要集中在每间每夜 250元以下，用
户主要以 1995年至 2009年出生的男性“Z世代”人群为主，集中分
布于区域中心城市及中西部省会城市。 成都、重庆、长沙、合肥、西
安、武汉、南昌、郑州、杭州、深圳等是国内电竞酒店用户分布较为集
中的城市，也是电竞酒店消费最为活跃的城市。 （旅讯）

仲夏时节 ，黟县宏村景区水清天蓝 、绿荷盈湖 ，八方游客
纷至沓来 。 本报通讯员 吴寿宜 摄

安徽省体博馆许海峰展厅开展
■ 本报记者 张理想 文 ／图

1984 年 7 月 29 日，在第 23 届洛杉矶奥
运会上，许海峰以 566 环的成绩夺取男子自
选手枪射击比赛金牌，实现了中国在奥运金
牌史上“零”的突破。

适逢中国首枚奥运金牌诞生 37 周年，
为加强体育文化建设， 弘扬奥林匹克精神、
中华体育精神，讲好中国体育故事安徽篇，7
月 29 日，安徽省体育博物馆“奥运主题厅·
许海峰”展厅正式开展。

“奥运主题厅·许海峰”展厅位于安徽省
体育博物馆一楼， 以许海峰等同志捐赠的
1000 余件珍贵藏品为基础精心布展， 分为
“自幼习技 西埠出征 ”“初入体坛 一鸣惊
人”“奥运赛场 射破天惊”“执教射击 奥运
之师”“体育管理 卓有成效”“体坛功勋 改

革先锋”六大板块，通过传统文物展示与现
代科技相结合、复原模拟场景与高科技展示
场景相衬托，为观众呈现许海峰日记、许海
峰入党申请书、 原始文献资料等珍贵藏品。
同时， 展厅增加人像投影互动展项， 设置
1984 年洛杉矶奥运会夺冠时的射击靶纸复
原、真人蜡像、弹弓模型等，为布展营造科技
感、增加互动性，使展厅主题更加集中、内容
更加丰富。

纵观展厅， 从少年时期的弹弓模型，到
“改革先锋”的证书，一件件实物、一张张照
片，将许海峰几十年的体育生涯、辉煌成就
娓娓道来，展现中国第一枚奥运金牌获得者
不断追求梦想的过程，彰显安徽射击事业艰
苦奋斗、拼搏进取的优良传统，也折射出中
国体育事业筚路蓝缕、 创造辉煌的艰辛历
程。 展厅用图片、史料、文物、艺术品，以及多

媒体等先进技术，全面系统
阐述许海峰的体育精神，激励
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
矢志报国、砥砺奋进，激励新时代
安徽体育人擎旗致远，续写新篇章。

省体育局将进一步加大省体育
博物馆对外开放力度， 组织学习许
海峰先进事迹，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和奥
林匹克精神。 许海峰说：“我会尽自己的力
量， 继续帮助安徽省体育博物馆充实展品、
增添内容，期待更多观众尤其是年轻运动员
走进展厅，感受体育文化，学习拼搏精神，汲
取奋进力量。 ”

■ 本报记者 张理想

随着第 32 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
战幕开启，观看体育赛事、感受运动快
乐成为这个盛夏的“主打词”。 既能体
验运动激情 ， 又能饱览湖山壮阔 ，如
今，体育旅游发展如火如荼。越来越多
的游客正在打开运动模式， 踏上感受
徽风皖韵的别样之旅。

品牌赛事提升人气指数

近日， 第十四届全运会群众比赛
国际象棋项目、 象棋项目在合肥相继
开赛， 结束了安徽没有承办过全运会
比赛的历史， 也让合肥市成为除全国
十四运会东道主西安市以外， 承办全
运会项目最多的城市。 来自各地的数
百名弈林高手尤其是排名世界前列的
明星棋手参赛， 让合肥备受全国棋友
瞩目。

随着全民健身活动的推广， 运动
健康的理念日渐深入人心， 各种体育
运动的群众基础不断壮大。 以举办赛
事活动为突破口，参赛运动员、观赛体
育爱好者可以就地转化为游客， 进而
推动交通、住宿、餐饮、购物、文娱等与
旅游相关的产业链发展。 以群众体育
为例 ，2020 年 ， 我省各地积极克服疫
情影响，线下线上同步发力，举办全民
健身赛事活动 5191 次，直接参与人数
达 376 万人次， 其中安徽省第五届全
民健身运动会参与人数达 12 万人。

“‘品牌引领 ’是我省体育产业发
展的重要战略之一， 我们以打造具有
安徽特色的的品牌赛事和品牌产品为
重点，带动体育旅游产业多元化发展，
促进地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体育消
费。 ”省体育局体育产业发展处负责人
介绍。

“健康安徽 ”环江淮万人骑行大
赛 、 黄山论剑武术大赛 、 全国绿色
运动会 （池州 ） 、天柱山 2019 木风国
际长板速降赛和长三角汽车越野联
赛……近年来 ，我省成功举办了一系
列自主品牌赛事活动 ，均取得良好的
经济和社会效益。 2019 年“健康安徽”
环江淮万人骑行大赛实现全省 16 个
市全覆盖 ， 整个赛事拉动消费超过 2
个亿。 2019 年长三角地区首届汽车场

地越野赛泾县站 ， 参赛车辆 300 台 ，
观摩车辆 2000 台次 ，3 天比赛观众超
2 万人次 ， 直接 、 间接经济效益达到
2000 万元。

精品项目彰显江淮底蕴

仲夏时节， 绩溪县悠长的徽杭古
道宛如一条游龙， 在苍山翠林中绵延
起伏。三三两两结伴出行的游客，脚蹬
运动鞋，身背户外包，在挥汗如雨中用
脚步丈量古人走过的悠悠历程。 作为
一条文化内涵深厚的徽商古道， 徽杭
古道景区不仅自然风光旖旎， 而且保
存众多的古石板路 、古村落 、古关口 、
古桥、古茶亭、古碑刻、古树等，是游客
户外运动、 休闲度假的优选旅游目的
地。 合肥游客张新萍带着家人前来体
验徒步游，她告诉记者：“看看景、出出
汗，既能欣赏风景又能休闲健身，这样
的旅行才有意义。 ”

从黄山、天柱山、巢湖等得天独厚
的自然资源 ，到五禽戏 、赛龙舟 、花鼓
灯等底蕴深厚的人文资源， 我省发展
体育旅游拥有良好的基础和条件。 依

托这些资源优势， 各地打造了一批体
育旅游线路和项目： 休闲体育旅游方
面有亳州五禽戏养生运动， 竞技体育
旅游方面有黟县国际山地自行车节 ，
民俗体育旅游方面有泾县桃花潭龙舟
赛等。

“突出项目带动，全省体育旅游载
体日益丰富。 ”省体育局体育产业发展
处负责人说， 我省通过多种方式重点
推动社会资本进入体育旅游产业 ，目
前全省建成了一批较高水平的运动休
闲特色小镇、体育旅游产业基地、体育
旅游景区、 体育旅游精品线路和汽车
自驾运动地 。 2019 年 ，潜山永大冲浪
板、 临泉木一钓鱼运动休闲小镇和岳
西天峡体育旅游景区等多个项目入选
全国优选文化和旅游投融资项目 ，总
投资额近 60 亿元。

近年来， 我省推动和引导各区域
依据资源禀赋进行合理布局， 分类建
设 ４ 个体育产业功能集聚区。其中，以
黄山、九华山、天柱山和太平湖等山水
生态资源和旅游配套基础设施为依
托， 建设皖南体育旅游休闲产业集聚
区， 重点发展体育旅游、 户外运动休
闲、体育赛事、健身养生等产业。

融合发展释放产业活力

近年来， 我省体育旅游发展迅速，
体育与旅游部门更是早已实现协作联
动。 省体育局与原省旅游局于 2009 年
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2013 年共同
出台《加快发展体育旅游的实施意见》，
2015 年联合研制出台《关于加快深化体
育旅游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和《安徽
省省级体育旅游产业基地评选办法》。
省级行政部门联合出台发展体育旅游
产业的文件，这在全国尚属首例。

“我省把发展体育旅游作为体育产
业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抓手，推动体育
从专业竞技主导转为‘旅游+’的重点领
域，促进旅游成为‘新体育’内涵提升、
外延扩大的有效途径和方式，为推进体
育强省和旅游强省建设注入新动能。 ”
省体育局体育产业发展处负责人说。

近日，由江苏、上海、浙江、安徽三
省一市体育局联合主办的 2021 年第
八届长三角运动休闲体验季走进江苏
启东市， 长三角 200 多名户外运动爱
好者一起体验踩文蛤、赶牛车、沙滩排
球、观赏江苏最早曙光等特色项目。连
续举办了 8 年的长三角运动休闲体验
季不断加强长三角体育产业协作 ，展
现不同地区的运动休闲风貌， 共同培
育运动休闲市场。

在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国
家战略下， 我省体育旅游产业正在推
进区域融合发展，积极走进沪苏浙，主
动融入周边市场。 自 2013 年起，沪苏
浙皖开始推进长三角地区体育产业协
作， 从发布长三角地区精品体育旅游
目的地、精品体育旅游线路、精品体育
旅游赛事及精品汽车运动营地， 到签
署 《长江三角洲区域汽车运动产业一
体化发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已经形
成了一批有影响力的合作成果， 有力
推动了长三角地区体育产业一体化的
发展进程。 省体育局体育产业发展处
负责人说 ：“展望 ‘十四五 ’，我省将积
极推动长三角汽车运动产业一体化发
展，打造全国一流汽车自驾营地集群，
构建‘营地+’汽车运动产业生态圈。 ”

题图：马鞍山启迪乔波冰雪世界。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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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溪县徽杭古道景区。 （资料图片）

安徽省体博馆许海峰蜡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