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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是一个自带光芒的“文化符号”。 然而，“贴牌”或“山
寨”徽州，容易导致人们对徽州的认识浅显化、碎片化。名声在
外的“招牌徽州”，由于缺乏系统性的顶层设计，招数不多、观
念陈旧，一手好牌打得也不尽如人意———

红色旅游“热”含山
■ 本报通讯员 田斌锋 杜文华

“红色踪迹地，峥嵘岁月稠。仙踪镇六衖地
区是一块烈士鲜血浸染的土地，这里是含山县
第一支人民抗日武装———黄山抗日游击队的
诞生之地，这里也涌现出不少英雄志士，其中
有朱立群、叶碧……”进入火热的 7 月，含山县
仙踪镇宣传干事庆小敏的工作地点不再局限
于办公室，而是位于仙踪镇六衖村红土坂的黄
山抗日游击队旧址，因为前来参观学习的县内
外单位、游客越来越多，她基本上每天都在这
里给大家讲解。

六衖村号称含山县的“石头部落”，以前游
客主要是过来看山看水看独特的风土人情 ，

旅游的内容主要有 ：亲子游 、养生游 、田园采
摘游……今年仙踪镇抓住庆祝建党一百周年
和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时机，在建好用好六衖
展览馆、 朱家大院等红色旅游景点的同时，又
深入挖掘黄山抗日游击队的资源，建起的黄山
游击队旧址于 7 月 1 日当天正式对外开放。随
着红色旅游的兴起，每天这里人来人往、车水
马龙，闻讯前来开展主题党日活动的党员络绎
不绝。 仙踪镇人大副主席钟倩雯喜滋滋地说：
“六衖村、仙踪镇之所以火，除了被石头部落的
神奇景观吸引，最主要是红色教育这个主旋律
在推动。 今年是建党一百周年，红色资源的开
发，对景区知名度的提升、对仙踪镇全新面貌
的展现都大有作用，村民自豪开心，我们镇干

部开展工作也更有干劲。 ”
含山县把红色旅游和生态旅游有机融合，

把红色旅游跟乡村振兴紧密结合，使红色旅游
有看头、有说头、有卖点。

林头镇将含山县第一个党支部事迹陈列
室成功申报为马鞍山市市级社会科学知识普
及基地，加大投入，打造巨幅小红军油菜花景
观，提升基地周边环境，打造福山片 4 个标志
性节点，建设了一条长约 10 公里的红色长廊，
使茅林路成为一条“红色之路”“生态之路”“绿
色发展之路”。 铜闸镇完善含山县革命先烈事
迹陈列室的功能，正在建设三期工程，与长岗
美食村建设完美结合。

据不完全统计 ，今年以来 ，含山县 10 个

市县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已接待观众 （游
客）27.3 万人次，同比增幅明显。 除了线下旅
游 ，含山县还精心策划 “云看含山红———含
山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云展播活动 ”， 含山
县给每个基地做了一个 720 度云全景 ，一部
3 分钟左右的短视频 。 720 度云全景充分利
用 VR 全景技术和最时尚的传播方式， 消除
了空间、时间的距离，让参观者足不出户 ，就
可以在手机上身临其境地游览含山县各个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并可以在各个场景中随
意走动，沉浸感十足 。 同步推出的讲解短视
频 ， 也能帮助参观者更好地了解背后的故
事。

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搬”到网上，“住”在
云上，通过新媒体的持续传播，使含山县的影
响力不断扩大、美誉度不断提高。短短一个月，
通过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等新媒体平
台的传播，含山县的各个教育基地访问量已达
30 多万次。 含山县的红色文化“活起来”了，
“含山红”的底色也更加明亮。

“金牌徽州”尚可期

在当下，徽州与其说是一个曾经的区
划名称，不如说是原徽州人以及有关联者
的一缕乡愁。

黄山建市以来，从经济社会或法律视
角对黄山更名徽州的讨论，在当地一直都
没停止过。 有人甚至认为，黄山市恢复徽
州名称，坐拥徽州、黄山两大品牌，想不出
彩都难。但徽州是否复名、能否复名，所涉
事务庞杂，并非一厢情愿即可。另外，徽州
从“招牌”走向“金牌”，虽一字之差，其中
前行之路漫长，也不平坦。

徽州的光环在于历史、 在于文化，但
中华五千年文明博大精深、 生生不息，在
不同的历史进程中任何一地都有贡献、不
缺自信。当然，徽州有骄傲的资本。作为区

域性文化的经典之作，徽州是中国封建社
会后期文化发展的典型缩影，其精髓是创
造性和开放性的，仅一个“无徽不成镇”的
徽商奇迹，就耐人寻味。

打造“金牌徽州”，关键是凝心聚力，
充分展现徽州文化自信。 客观来说，徽州
复名的确也是一个选项，却也非唯一。 在
现实背景下，国家级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
就是一个很好平台， 但不能囿于行政区
域，也不能只钻“故纸堆”。 文化生态是一
个动态性、开放性、整体性的系统，维护徽
州文化生态就是守望徽州文化。 同时，应
以徽州文化联通，增强示范区内各主体密
切协作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打破区域籓
篱，增进情感认同、促进经济融通。

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
的力量。 增强徽州文化自信， 核心是呵
护和传承徽州文化根脉 。 值得欣喜的
是， 在前不久公布的 《黄山市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
○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 中， 首次明确
提出实施徽州文脉传承工程， 全面整理
和系统保护徽州各类文化遗存， 深化故
宫博物院驻黄山徽派传统工艺工作站
建设， 争取设立国家徽学研究院， 建设
“徽学论坛 ”永久会址 ，筹办皖南古村落
文化景观国际研讨会、 中国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统技艺大展， 推动黄山国际文化
旅游论坛落地 ， 推进徽文化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

徽州能否成“金牌”，有体制机制的因
素，更多的还是观念和思维。我们相信，古
徽州大地，先人们用勤劳和智慧创造了一
个精彩徽州，站在新时代新起点上的徽商
后代，也一定能奋发图强、重振辉煌。

■ 本报记者 吴江海

“贴牌徽州”蹭热度

前不久，皖北某地“徽州宴”餐饮公司
老板娘因遛狗与邻居发生争执和厮打的视
频传出，“徽州宴”一时发酵成为热点，致使
相距几百公里外的皖南古徽州也无端卷入
其中背了“黑锅”。除了这次的事件，此前有
细心网友也发现， 有媒体报道称：4 月 27
日， 湖北省远安县三峡灵芝谷高安楼举办
“士昏礼”展示活动。高安楼原名太师楼，由
清朝重臣汪由敦所建，有 300 余年历史，其
原址位于安徽黄山市，后搬迁至远安；在几
年前， 也有报道称汪由敦的五凤楼搬迁到
了江西上饶灵山工匠小镇的槠溪老街。 因
为早些年徽州古建筑多有流失外地， 有的
甚至飘洋过海，因此，即便汪由敦所建的太
师楼或五凤楼流落他乡， 却也并不令人意
外。然而，有徽州专家表示：经考证，汪由敦
从未建过太师楼或五凤楼， 更何况五凤楼
原为皇家建筑形制，耗资巨大，也与史料记
载中汪由敦为官清廉的声名不符。

徽州是一个自带光芒的“文化符号”。
徽派建筑 、徽州商帮 、歙砚徽墨 、新安医
学、新安画派、徽派盆景、徽剧徽菜等林林
总总，无不源自徽州，无不自成一体，逐渐
形成集大成的徽文化体系，成为江南文脉
的重要组成部分。 应运而生的徽学也因此
成为与藏学、 敦煌学齐名的全国三大地方
显学。

商人逐利，本无可厚非，之所以“贴牌”
徽州，无非也是“蹭热度”而已。省内就曾有
一地斥资 80 亿元，打造了一个浓缩了千年
徽派建筑的旅游小镇。 对此， 有人认为不
妥 ，但也有人认为 ，徽州被 “贴牌 ”或 “山
寨”，至少说明了徽州的被重视，也在某种
程度上传播了徽文化。

然而，“贴牌”或“山寨”徽州，充其量是
“形似”却无其神韵，容易导致人们对徽州
的认识浅显化、碎片化，长此以往“知其然
不知其所以然”，势必让外界对徽州产生某
些误解，更可能因此而把徽州推向边缘化，
而像上文那种“徽州宴”之类的名称让徽州
因此背“黑锅”或被“污名化”，则是对徽州
不厚道的行为，值得批判。

“招牌徽州”有尴尬

高耸的马头墙、 雅致的徽墨歙砚，这
些独特的徽州文化元素，自然让人一下子
联想到徽州。 徽文化无疑是徽州最直观、
最生动的招牌。

1987 年底，撤销徽州地区建立地级黄
山市，作为行政区域概念的徽州从此逐渐
淡出人们的视野。

一个“徽”字，有着极为丰富的历史文
化内涵。徽州，是历史也是文化，是现实与
传统连接的不可缺少的一环。然而对多数
土生土长的徽州人来说，黄山和徽州招牌
都靓，舍谁都难。于是，打黄山牌做旅游文
章，打徽州牌做文化文章，自然成了黄山
市的不二选择。

对老一辈徽州土著居民特别是众多徽

学研究者来说， 徽州是他们心中的精神家
园，纷纷感叹“可惜从此无徽州”。 平心而
论，从坊间到官方，黄山市一直以来对徽文
化的保护、传承和利用都“可圈可点”。

2008 年，全国首个跨省国家级徽州文
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成立 ，2019 年升级为
国家级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 2009 年，黄
山市启动徽州“百村千幢”古村落古民居
保护利用工程，之后跟进实施徽州古建筑
保护利用工程，至今从未间断，累计投入
近百亿元。 在保护方面，建立徽州古建筑
数据库，地方立法《黄山市徽州古建筑保
护条例》，明确每年 6 月的第 2 周为“古建
筑保护宣传活动周”。在传承方面，建成省
级以上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传习基

地等 33 处， 目前黄山市拥有省级以上非
遗代表性项目和代表性传承人数量，均位
列全省各市之首。 在利用方面，徽文化旅
游占黄山市旅游接待量约七成，其中以古
建筑为主要载体的徽州民宿占全省民宿
七成，成为旅游新业态和目的地。

然而，与国内外同类城市相比，黄山
市的徽学研究有“碎片化”和过度“文献学
化”的趋势，各地对徽文化的保护利用也
有急功近利之嫌，招牌难成品牌。与“贴牌
徽州”相比，名声在外的“招牌徽州”有些
尴尬，由于缺乏系统性的顶层设计，招数
不多、观念陈旧，一手好牌打得不尽如人
意，难免陷入“叫好不叫座”的窘境。

还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徽州地名
的消失， 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人们对徽州
的整体认同感、忠诚度，割裂了历史与现实
的有机衔接。最直接的一点就是，许多人甚
至包括一些黄山市的人来说， 当下的徽州
在哪里、什么样的？ 好像谁都无法表达。

据人民网报道，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近
日，《志同道合：中国共产党的海外挚友》中英文版新书由
中国外文局外文出版社面向海内外出版发行。 首发式上，
外文出版社还与罗马尼亚、土耳其、印度、老挝、斯里兰卡
等国出版机构签订了该书的合作出版协议。

“志同道合”新书首发

东南亚非遗联合申报培训班开班

据中国文化传媒网报道，7 月底， 由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亚太地区非遗国际培训中心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雅加

达办事处等联合举办的 “东南亚国家非遗联合申报培训
班”在线开班。 本次参训的学员包括泰国、菲律宾、马来西
亚等 11 个东南亚地区国家的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成
员、文化部门官员和相关专家等人。 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
长、中国非遗保护中心主任王福州在开班式上指出，联合
申报非遗是很好的举措，中国不仅在联合申报的规则上积
极献言献策，也在不断建立健全保护非遗的完整体系。

据新华网报道，日前，山东济南举行的全国博物馆改
革发展工作会透露，“十三五”期间，我国如期实现平均每
25 万人拥有一座博物馆的发展目标，其中北京、内蒙古、
陕西、甘肃、宁夏等省份已达到平均 11 万到 13 万人拥有
一座博物馆。 据统计，“十三五”期间，全国博物馆数量由
4692 家增长至 5788 家， 平均每两天就有一家博物馆建成
开放；博物馆年度参观人数由 7 亿人次增长至 12 亿人次，
平均每年增加 1亿人次。 与此同时，馆藏文物保护条件全
面升级，6.2 万件（套）馆藏珍贵文物和重要出土文物得到
及时修缮。

我国每 25万人拥有一座博物馆

如何从“招牌”走向“金牌”

皖南一景。。 本报记者 潘成 摄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 日前， 为扶持青年学者而设的
“日新文库”启动会议暨第一辑专家论证会在商务印书馆
举办，该文库主要出版 45 岁及以下的优秀中国学者及海
外华人学者的高水平学术专著。 商务印书馆执行董事顾
青指出，策划出版“日新文库”，意在成规模地出版有见地
的新成果、新作品，为学界培养一批有前途、有希望的青
年学者，更希望通过这套书领风气之先，提供新的学术出
版方向。 （谷雨/文 艺林/图）

商务印书馆将推出“日新文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