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黄山市歙县溪头镇桃源村，金灿灿的金丝皇菊、徽州黄菊竞相绽
放，摇曳生姿。 本报记者 潘成 本报通讯员 吴登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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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季度国内旅游人次
恢复到疫前同期近六成

11月 3日，文化和旅游部公布国
内旅游抽样调查结果 ：2021 年前三
季度，国内旅游总人次 26.89亿，比上
年同期增长 39.1%， 恢复到 2019 年
同期的 58.5%。 其中，城镇居民 19.34
亿人次， 增长 38.2%； 农村居民 7.55
亿人次，增长 41.4%。 分季度看，一季
度国内旅游人次 10.24亿， 同比增长
247.1%；二季度国内旅游总人次 8.47
亿，同比增长 33.0%；三季度国内旅
游总人次 8.18 亿， 同比下降 18.3%。

前三季度国内旅游收入 （旅游总消
费 ）2.37 万亿元 ， 比上年同期增长
63.5%，恢复到 2019年同期的 54.4%。
其中， 城镇居民旅游消费 1.91 万亿
元，增长 62.6%；农村居民旅游消费
0.45万亿元，增长 67.0%。前三季度人
均每次旅游消费 879.68元，比上年同
期增长 17.5%。 其中，城镇居民人均
每 次 旅 游 消 费 990.17 元 ， 增 长
17.7%； 农村居民人均每次旅游消费
596.66元，增长 18.1%。 （张理想）

薄薄的塑封挡住多少阅读的情怀
■ 方婧

“你好，这本书可以拆开，看一下内容
吗？ ”

“不能。 ”
这是近日合肥某书店里，顾客与店员

间平常无奇的一次对话。
不知从何时起，实体书店的图书都穿

上了一层薄薄的“塑身衣”，静静地躺在书
架上。 偶尔几个顾客走过，拿起一本，看
一看精心设计的封面，摸一摸薄薄的塑封

膜，再默默地放下。
随着互联网迅猛发展，读者的阅读方

式和购书方式也在悄然改变。 看电子图
书、 到网店购书正在主导人们的阅读生
活，去实体书店读书、买书反倒成了新奇
事。 看看身边的实体书店，只有儿童读物
的书架前热热闹闹， 其他区域却门可罗
雀。 问问周遭的朋友，大多只有给孩子买
教辅材料或课外读物的时候，才会踏足实
体书店。

网络购书的便捷，让实体书店服务凸

显出“人情味”的欠缺，强烈挤压着实体书
店的生存空间。 网上买书，先看看简介和
评论，再试读一下部分章节，读者有了充
分的体验感和选择权，油然而生一种顾客
至上的感觉。即便购买回来的书不适合自
己，或是有些瑕疵，也可以选择退换货，真
正是服务到家。

在实体书店经营者看来， 不为图书
“穿衣”，顾客反复翻阅后，书页上会留下
或深或浅的痕迹，新书变“旧”书，难以出
售。 因此，除了教辅材料和儿童读物，大

部分书特别是一些价格高、 精装本的图
书，都穿上了一层薄薄的塑封膜，有些塑
封膜上还贴着“热爱阅读 ，禁止拆封 ”的
标语。 读者不能在购买前翻阅了解书籍
的内容， 甚至连印刷字体的大小都不清
楚，于是逐渐丧失了购买的欲望，这无形
中将读者推向能提供更好体验服务的互

联网购书平台， 实体书店反倒成了买文
具和教材的地方。

回想儿时， 书店里人人手捧一本书，
或席地而坐、手不释卷，或倚着书架、静心
阅读。那样的场景，似乎再不可见。如何让
人们愿意走进实体书店， 捧起纸质书，实
体书店需要提供个性化的服务、体验式的
服务。 愿塑封膜隔离的是尘土，而不是一
颗颗渴望阅读的心。

一封抗战家书
讲述：皖西博物馆 梁晨晨

整理：本报记者 张理想

这是一封看似普通的家书， 薄薄的三页纸， 是 1938 年 4
月，新四军四支队的年轻战士刘怀芝写给母亲和长兄的。

信的开头这样写到：
“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儿自前月寄信回来，但不知大人可

收到吗？ 有好久了，未见大人回音，不知大人的贵体可康健否？
儿经常担心与挂念。 不知我长兄身体可强健否？ 儿也是经常担
心与挂念他。 ”

和大多数家书一样，信里的问候与挂念简单而朴素。然而，
不一样的是，此时日军已侵占我国东北及华北和华东的部分地
区，战火蔓延到刘怀芝的家乡安徽。 滁州陷落、巢湖陷落、临淮
关陷落、蚌埠陷落，“国将不国，家何能存？”作为儿子和兄弟，刘
怀芝这份家的牵挂显得格外沉重。

刘怀芝，出生于六安西部山区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0 年
参加红军。 1938 年 2 月，他所在的红 28 军被改编为新四军第
四支队。 随后遵照中共中央指示，这支部队从湖北省七里坪出
发，东进抗日，并在巢湖蒋家河口首战告捷，率先打响新四军对
日作战第一枪，拉开了华中游击战的序幕。

有战斗就会有流血牺牲。在刘怀芝笔下，没有豪言壮语，也
没有生离死别，只有无法尽孝的愧疚、为国尽忠的信念以及将
日寇赶出中国的决心。

让我们再来看看这封信。“因弟脱离家庭很远，不能回来照
应家庭家中各种事情， 总希望长兄在家有吃苦耐劳的耕作，弟
真是感恩不尽。”“长兄啊，弟真是不懂天理，对母亲大人没有一
点的孝心，这也是因为敬忠的关系，不能尽孝，等候一时把日本
消灭下去，中国得到永久的太平，本人就回来感谢大人与长兄
恩情。 ”虽然无法尽孝膝下，但刘怀芝相信，一时的分别是为了
以后长久的相聚。

在信的最后， 那醒目的六个大字———“抗日胜利万岁”，让
我们看到了这位小战士对抗日必胜的信心。 面对极其野蛮、极
其残暴的日本侵略者，具有伟大爱国主义精神的中国人民没有
屈服，而是凝聚起了同侵略者血战到底的空前斗志，坚定了抗
日救国的必胜信念。

遗憾的是，刘怀芝没能看到抗战最后的胜利。 就在寄出信
的第二年，在一次战斗中，他英勇就义，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他
没有踏上回乡的路，也不能回乡孝敬母亲与长兄了，永远地长
眠于这片他守卫的土地。

家书纸短，家国情长。几张薄薄的纸片，承载着几千年来生生
不息的民族精神，它植根于中华大地，流淌于亲情血脉。 时至今
日，当我们重温历史，重读先烈们的抗战家书，依然能感受到当年
的硝烟和苦难，感受到先烈们集温情和豪情于一身的家国情怀。

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有多少忠魂埋骨他乡，又
有多少封家书变成遗书。 在民族存亡的危急时刻，正是无数像刘
怀芝这样的革命英烈，舍小家、顾大家，以气吞山河的气概、舍生
忘死的奉献，在中华民族史册上谱写了辉煌璀璨的篇章。

安徽省庆祝北京冬奥会
倒计时 100天系列活动丰富多彩
日前，由省体育局主办的安徽省

庆祝北京冬奥会倒计时 100 天系列
活动启动。 该系列活动以“我为中国
冰雪加油”主题，共 18 项内容，按层
级分为省级 14 项、市县级 4 项，按类
型分为活动类 10 项、赛事类 7 项、培
训类 1项。系列活动突出青少年冰雪
运动开展，省体育局与省教育厅将把
推广普及校园冰雪运动作为重点，通
过举办冰雪文化知识进校园活动、U
系列冰雪赛事，推动冰雪特色学校建
设，鼓励扶持冰雪项目青少年体育俱

乐部，扩大我省青少年冰雪运动参与
规模，夯实冰雪发展基础；突出群众
性冰雪运动推广普及，全省将通过加
快冰雪设施建设，举办冰雪和类冰雪
赛事、欢乐冰雪季、群众冬季运动推
广普及和体验活动、 冰雪文化展等，
让更多群众了解、 参与冰雪运动；突
出冰雪运动队伍建设，我省将成立首
个省级冰雪类运动协会———省滑雪
运动协会，成立安徽青少年冰球 U 系
列队，开放首个省级综合类室内冰雪
运动馆———省五环冰雪馆。（张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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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主义和国防教育的新职责

一座革命主题纪念馆，便是弘扬
爱国主义的精神坐标；一座军事主题
博物馆，便是开展国防教育的生动课
堂。 退役的军事装备犹如一位位“老
兵”， 从硝烟弥漫的战场或训练场走
进人民群众中间，继续书写忠诚与担
当，重新承担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防教
育的职能。

南海艇“落户”界首后，如何开启
新的航程？ 界首市市长何逢阳表示：

“我们一定竭力维护好、 使用好南海
艇，高水平规划建设爱国主义国防教
育基地，为南海艇更好发挥教育作用
提供舞台。 同时，认真做好南海艇史
收集整理 ，精心组织陈列布展 ，确保
充分发挥南海艇的爱国主义教育作
用和后续荣光，不断激发全市人民爱
党、爱国、拥军的热情，激励全市人民

在新时代的伟大征程中奋勇前进。 ”
坐落于淮北市东湖公园的退役

军人主题文化公园，如今已成为市民
的热门打卡地。 园内建有大型堡垒、
主题广场 、军事主题文化馆 、军事浮
雕群、军事景观小品、双拥亭、法制步
道等景观景点， 尤其是 62 式主战坦

克、装甲输送车等军事装备更令游客
流连忘返，争相拍照留念。 该市退役
军人事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退役军
人主题文化公园通过深入挖掘军人
文化，将新时代军人精神风貌生动形
象地展现出来，使广大群众在休闲健
身的同时 ，了解军民鱼水情 ，潜移默
化接受双拥熏陶和国防教育，更加珍
惜现在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

游客参观合肥市渡江战役纪念馆。。 （（资料图片）） 本报通讯员 方好 摄

■ 本报记者 张理想

“老兵”不老，传奇继续。近年来，我省陆续接收人民军队馈赠的退役装备，打造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防教育基地，成为
市民和游客参观学习的热门景点以及感受人民军队光辉历史、激发爱国主义情怀的生动课堂。

退役 的新岗位

一艘退役艇
点燃的市民热情

“今日移交！驻港部队南海艇
正式退役落户界首！”“南海艇，已
起航！ ”“突发！ 凌晨三点，南海艇
受伤！”“南海艇重启航程！”“南海
艇已进入长江口！ ”……自 10 月
15 日起， 界首市新媒体平台连
续推出驻港部队南海艇从南海
之滨驶向内陆小城的消息，迅速
点燃市民热情，引起市民持续和
广泛的关注。

作为首批进驻香港履行防
务使命的舰艇 ， 南海艇拥有先
进的装备和性能 ， 服役 24 载 ，
更收获了光荣的 “履历 ”：先后
参加重大演习演练活动 20 余
次 ， 圆满完成北京奥运会香港
赛区安保警戒 、联合海空巡逻 、
海上搜救等大项任务 60 余次 ，
在各类军营开放活动中接待香
港市民参观 30 余万人次。

从广州黄埔军港出发 ，通
过台湾海峡 ， 经上海进入长江
口 ，过南通 、镇江 、扬州 ，由大运
河 、洪泽湖后入淮河 ，然后进入
颍河阜阳闸到太和 ， 最后抵达
界首沙颍河段……退出战斗序
列的南海艇是第一艘驶进皖西
北的高颜值 、高性能舰艇 ，将移
交给界首市博物馆 ， 待布置一
新后，供市民参观学习。 界首市
退役军人事务局负责人介绍 ，
将充分挖掘南海艇的军事文化
底蕴 ，讲好其保卫香港 、维护国
家主权的 “军舰故事 ”，感悟驻
香港部队官兵守护 “东方之珠 ”
的使命担当。

人民军队馈赠安徽的退役装备

退役的武器装备， 除了拆卸回
收、转卖他国等，还有一个重要用途，
就是赠给地方，成为景区或博物馆的
重要参观景点，带领观众了解武器装
备知识， 学习人民军队的光荣历史，
感受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 近年来，
我省一些地方陆续接收人民军队馈
赠的退役装备， 他们或毗邻著名景
区，或进入革命纪念馆，吸引一批批
络绎不绝的游客参观学习。

2011 年 ， 舷 号 684 的 猎 潜
艇———武义艇“落户”肥西县，停靠在
丰乐河岸， 毗邻著名景区三河古镇，
与优美的水乡风光、独特的江淮古迹
为伴，成为游人探寻海军舰艇奥秘的
必到一站。猎潜艇在人民海军中具有

独特地位，既执行近海搜索和攻击潜
艇的任务，又担负巡逻、警戒、护航等
多种职责。武义艇 1981年服役，隶属
东海舰队，艇长 58米多，最大排水量
400 余吨，威武的外形、霸气的武器
曾吸引游客争相参观，也成为肥西引
以为傲的重要景点。

巢湖之滨的渡江战役纪念馆 ，
以丰富馆藏展示着百万雄师过大江
的辉煌历史。 在纪念馆北侧的广场
上， 一架银色的战机经常成为游客
拍照留念的打卡点。 这是退役的歼-
6 战斗机，2012 年从河南运抵合肥。
歼-6 战斗机是我国在上世纪 60 年
代根据前苏联米格-19 战斗机仿制
和发展而来， 曾是解放军空军和海

军航空兵装备数量最多、 服役时间
最长、 战果最辉煌的国产第一代喷
气式战斗机。

今年暑期，淮北市东湖公园，一
艘威武的退役护卫艇敞开宽广的胸
怀，开始接待来来往往的市民。 这艘
护卫艇属于 062 型，是上世纪 50 年
代末至 60 年代初我国自行设计研
制的一型高速护卫艇。 虽然该型护
卫艇体型轻巧，但是巡航快速、火力
凶猛，持续生产了近 400 艘，是人民
海军装备序列中生产数量最多的制
式舰艇， 既为人民海军发展壮大立
下了赫赫战功， 也见证了人民海军
由近海走向大洋、 从小艇到大舰的
华丽转身。

�� 天长市铜城镇龙岗社区，，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
大学第八分校纪念馆。。 本报记者 程兆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