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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临近，来到甘肃省会宁县桃花山北
麓的红军长征胜利景园体验红军长征的游人
如织，记者跟随游客往返于各个微缩景观，穿
越历史时空，零距离感受红色历史。

参加冬令营的兰州一中学生马向东深有
感触：“我们用极短的时间，体验了万分之一
的长征路，虽然途经的是微缩的嘉陵江、泸定
铁索、天险腊子口，但已经感受到当年红军在
前有堵截，后有追兵时的艰险与勇气。”

会宁素有“陇秦锁钥”之称，是陇东军事
重镇和交通枢纽。1936年 10月，中国工农
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此会师，标志着长
征胜利结束，会宁也成为闻名全国的“会师

圣地”。
会宁现存20处红军战斗遗址，1000多件

革命文物。为了缅怀先烈的丰功伟绩，弘扬
长征精神，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开
展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会宁县积极响
应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深耕红色资源，打
造有体验感的红色旅游项目，提升扩建了红
军长征胜利景园。

导游告诉记者，该园由清华大学建筑学
院规划设计，巧妙地结合省级森林公园桃花
山山形地貌和自然风景，采用模拟与微缩相
结合的手法，生动地再现了红军二万五千里
征程的千难万险、雄奇壮观，游客可在此进行

沉浸式体验。
该园与会宁会师旧址、会宁红军烈士陵

园一起，组成了会宁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核
心。“会宁会师旧址拓展保护工程已提上日
程，在旧址以西拓展区域，以已建成的西津桥
为中轴，在祖厉河岸增添布置景观设施，新建
团结胜利广场。”旧址管委会主任任秀珍向记
者介绍，届时长征胜利的场景再现将更加生
动、逼真，旧址也将形成集党史教育、革命传
统教育为一体的特色体验基地。

会宁县开发体验式红色旅游项目是甘肃
省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一个缩影。甘肃
各地的博物馆、纪念馆等注重引入互联网、

VR、全息投影等新技术，在技术的辅助下更
直观生动地呈现历史事件和场景。记者在哈
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看到，爬雪山、过草地、
攻占腊子口……全息技术的应用将视频、影
像与场景联系起来，生动逼真地呈现了红军
爬雪山、过草地时的恶劣自然环境，让红色历
史在身边“活”了起来。

甘肃是红军长征活动时间较长、行经地
域较广的省份之一。“红军长征途经甘肃，留
下了大量宣传标语。甘肃现有 483处不可移
动、12536件可移动革命文物。”据省委宣传部
领导介绍，红色资源赋予了甘肃这片土地浓
厚的革命情怀，甘肃将着力挖掘展示红军长
征途中反映军民鱼水情的生动故事，展现党
的为民本色，并落实到公园建设理念中。

记者了解到，甘肃省将着力打造“三线、
三区、八节点”的空间格局，即：北上会师、奔
向边区和西路军征战河西 3条主线，北上胜
利会师、红色革命根据地和血沃河西 3个片
区，以及哈达铺会议、榜罗镇会议、洮州会议
等8个保护节点。通过景点提升和体验项目
打造，让参观者对甘肃境内的长征历程有更
加直观的了解，对长征精神及时代价值有更
深的领悟。

甘肃省会宁县——

“会师圣地”力推沉浸体验
■杨 涛 本报记者 肖传金

“欣瞻会议当年址，图前重习当年史……”
1月15日，遵义会议召开86周年纪念日当天，
讲解员刘澄澄正为游客朗诵作家叶圣陶参观
遵义会议纪念馆时写下的一首诗。

“现在纪念馆多了不少新看头。”纪念馆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启动
后，遵义会议旧址进行了整体升级改造，除了整
治周边环境、完善配套设施，还采用最新历史研
究成果，运用科技手段增强吸引力、感染力。

在“伟大转折之地”遵义，长征已成为当地重
要的城市名片，来这里体验长征的选择项目比以
前更为丰富。遵义承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贵州
段几乎一半以上的重点建设任务，除了遵义会议
旧址，当地还积极推进长征纪念小镇、四渡赤水
集中展示带等工程建设，将当地红色资源连点成

线。他们通过高质量保护利用长征遗址遗迹、培
养管理和讲解员队伍、开发长征体验线路等，打
造长征文旅品牌，更好地弘扬长征精神。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娄
山关距离遵义主城区不到50公里，这里的板
桥镇正在打造成长征纪念小镇，激励后来者
不畏艰险勇向前。

小镇以新建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纪念馆
为核心，集革命纪念、红色旅游和文旅开发为
一体。纪念馆建设面积约10万平方米，建成
后将成为长征精神教学研究实践基地。

走进小镇，记者在沿途看到黔北风格的
民居、红色文化“打卡”墙、红军餐厅……当地
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我
们将娄山关战役中作战的红一、三、五军团分

别对应小镇 3条线路，沿途布置了大量的红
色文化内容，同时结合节日开展形式多样的
活动。”板桥镇工作人员陈宇洁告诉记者，随
着小镇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不仅积攒了人
气，也为小镇的产业发展带来了机遇。

此外，为了讲好长征故事，他们专门组建
一支红色文化宣讲员队伍，打造“娄山关红色
故事汇”品牌。截至目前，遵义市已累计培养
2000余名小宣讲员，参与娄山关红军战斗遗
址讲解，让长征故事深入人心。

在遵义，还发生了著名的四渡赤水战
役。1935年1月至3月，中央红军在川黔边转
战，四渡赤水河，变被动为主动，留下了以少
胜多的战争活剧。

如今，依托赤水河谷生态地理条件和史

实，当地对四渡赤水各渡口以及沿线的相关
战斗遗址、纪念设施、红色旅游景区进行整体
规划设计，实施文物保护修缮、展陈提升、设
施新建工程，建设四渡赤水集中展示带。

“让红色文化活起来！”习水县委宣传部
工作人员陈云坤介绍，未来该展示带将被打
造成跨越遵义仁怀、赤水、习水区域，由一条
154公里旅游公路串联，将红色文化与当地生
态文化、美酒文化连接在一起，建成一个文化
旅游深度融合区。

红军四渡赤水的首渡地丙安镇，是一座建
在悬崖上的有着悠久历史的小镇，建有红一军
团陈列馆、耿飚将军纪念馆、赤水市耿飚将军
红军小学等。目前，正陆续进行文物保护、扩
宽展馆、丰富展陈等工作，突出开发红色研学、
红色培训等项目，让形式更多元、体验感更强。

参观红一军团陈列馆、耿飚将军纪念馆……
近日，来自赤水市文化中学的101名七年级学
生在这里进行研学实践。“穿着红军服，走在
红军当年的足迹上，体验传承‘四渡赤水’艰
苦卓绝、临危不惧、绝地奋起的精神。我们都
喜欢这样的学习方式。”活动结束后，学生罗
季桐写下心得体会。

随着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推进，贵
州大山里的红色文化，正乘着文旅融合的翅
膀飞出大山，走近大众。

贵州省遵义市——

“转折之地”主打文旅融合
■本报记者 易恢荣

2019年，《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出台，我国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驶入“快车道”。其中，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涉及长征沿线15个省区市。经过两年的建设，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一些建设区已取得重要进展，本期视点让我们一起走进江西、贵
州、甘肃等省份，了解这些段区长征文化的保护利用和建设现状。

让红色历史在让红色历史在身边鲜活起来身边鲜活起来
——来自长征国家文化来自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一组见闻公园的一组见闻

“走一段长征路、听一个长征故事、唱一首
红军歌谣。”2月1日，记者在江西省于都县祁
禄山镇金山村看到，尽管天气寒冷，但驱车前
来体验红军“长征步道”的游客依然络绎不绝。

“这条步道是当年祁禄山镇进出于都县
城的主要交通要道。”于都县博物馆副馆长张
小平告诉记者，1934年 10月中旬，中央红军
渡过于都河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以及红三
军团、红五军团和红八军团从这里秘密行军，
向西进发，突破了第一道封锁线，留下一条
19.34公里的长征小道。

一段“长征步道”，承载着一段红色历史。
“这里留下了当地群众帮助红军战略大转移的
历史印迹，传颂着老区人民支援红军的壮烈故
事。”于都县人武部部长李章荣告诉记者，当时
祁禄山镇不到4000人，有记载的红军烈士118

名。为了铭记这段历史，2018年，于都县对祁
禄山镇的“长征步道”进行修复，先后挖掘打造
了古石桥、初心树、思源井、登贤桥等红色景
点，“长征步道”也成为游客的热门“打卡点”。

2019年 6月 10日，著名党史专家石仲泉
来到于都实地考察该线路，认为这是迄今为
止长征沿线保存最为完整、最原生态的红军
长征小道。

“江西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保护好、
修复好‘长征步道’，对于弘扬长征精神，铭记
红色历史有着重要的意义。”江西省文化和旅
游厅资源开发处负责人介绍，自国家启动长
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江西省就把“长征步
道”建设作为江西段的特色亮点来打造，在保
持原有长征线路及环境风貌的前提下，在长
征沿线以“重走长征路”为主题，因地制宜分

段建设具有教育意义的“长征步道”。
记者了解到，去年以来，赣州市、吉安市、

抚州市等地纷纷加快了以“长征步道”为主要
内容的建设步伐。在遂川县，他们投资 1600
万元，保护维修横石长征出发地遗址，升级横
石长征先遣纪念馆，新建五斗江“十送红军”
体验园等，并启动“长征步道”建设，将这几个
点进行串联，形成一条集运动休闲、教育研
学、沉浸体验等功能于一体的精品旅游线
路。在永新县，他们整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湘赣革命根据地遗址遗迹，加快红六军团西
征出发地文化公园建设，同时建设高车坳至
坳里 6公里长的“长征步道”，并在沿途建设
罗霄长廊休息驿站10座。在黎川县，他们对
红七军团政治部、红七军团司令部等红色旧
址进行维修，并相应建设“长征步道”。

重温艰辛征途，感悟初心使命。为了让
游客更好地了解长征历史，江西省在“长征步
道”建设上还注重加强文旅融合。在祁禄山
镇，相关部门在当地选拔了一批村民，并请来
专业人员，从知识讲解、服装礼仪、带队技巧
等方面对他们进行专业培训，让他们成为“长
征步道”上的“引路人”。

“每讲解一次，我对家乡就多一分了解，
多一分热爱。”刘彩虹是金沙村建档立卡贫困
户，成为“引路人”后，已实现脱贫摘帽。“长征
步道”成为“网红”旅游线路后，八方游客纷至
沓来，在观光之余购买农产品，当地群众成为
最大受益者，仅去年就带动全镇村民销售蜂
蜜7.5万公斤、油茶2500公斤……

同为“引路人”的李铁华对记者讲了一个
故事。去年6月，她带领一家公司80余人“重
走长征路”。在接近老鹰山时，一名50多岁的
游客不小心把脚崴了，但她坚持继续往前走了
200米后才在路边蹲了下来，随后被送往医
院。“那位大姐说，我本来就是来走长征路的，
怎么可以轻易放弃呢？大姐的话一直激励着
我。”李铁华说，她们既要当好长征文化的守护
者，也要当好长征精神的传播者。

“小道狭窄，只有差不多一脚宽，但咬紧
牙关才能一路向前，矢志不移才能抵达远
方。”刘彩虹说，她要和其他“引路人”一起，讲
好长征故事，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江西省于都县——

“长征步道”重温艰辛历史
■宋嘉华 本报记者 郭冬明

长征，这一惊天动地的壮举，是中国共产党和红
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
的巍峨丰碑。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红色基因和精神族
谱的重要组成部分，伟大的长征精神早已深深融入中
华民族的血脉。从课本到影视剧，从课堂到每个家
庭，长征的故事耳熟能详，长征精神持续鼓舞、激励着
每一个中国人。

建设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对坚定文化自信，彰显
革命文化的强大感召力意义深远。2019年《长城、大
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出台，去年底长征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推进会在贵州省遵义市召开，文化
公园建设正稳步推进，并取得重要进展。

与其他国家公园相比，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在加
强文化建设、促进文化繁荣、增强文化自信和培养国
家文化认同；同时,它也不同于长城和大运河国家文
化公园，其建设的主旨是红色文化尤其是革命文化的
保护、发掘和利用。

红军长征历时两年，留下了极为丰富的历史和文
化遗存。随着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原本分散分
布在各地的革命遗址、遗存、遗迹以及长征文化资源
得以按照国家标准得到高质量保护利用。“两万五千
里长征”整体辨识度高，让这些宝贵资源动起来、活起
来，也有利于长征精神在铭记中发扬、在传承中升华。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生动呈现的是长征精神的引
领，彰显的是革命文化的特色。长征印证了中国共产
党“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理想信念，记录了中国革命事
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见证了老一辈无产阶
级革命家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
争。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为载体，有利于把红色资源
保护好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
好，让长征精神融入人民群众生活，激励更多的人勇
于担当，敢于拼搏，汇聚起更强大的奋进力量。可以
预见，在重大纪念日和传统节庆日，长征国家文化公
园举办的主题活动会越来越多；在长征沿线，参加以

“重走长征路”为特色的深度体验游和红色研学旅行
的人会越来越多。

在新的长征路上，仍然有许多“雪山”“草地”需要
跨越，还有许多“娄山关”“腊子口”需要征服，会面对
许多具有开创性、艰巨性、复杂性的事业。

红军长征在中华大地播下的革命火种，已成为鼓
舞和激励中华儿女攻坚克难的强大精神动力之源。
而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一定会成为广大党员和群众传
承长征精神、弘扬理想信念的“红色加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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