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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这里是新四军的重要战场
和根据地，孕育壮大了新四军的抗战力
量；解放战争时期，这里是淮海战役、渡
江战役战场。文旅大省江苏，红色资源丰
厚。据统计，江苏省 13 个省辖市，共分
布着近 300处红色旅游资源，游客到江苏
进行红色旅游有址可寻、有物可看。

在“建党百年红色旅游百条精品线
路”中，江苏共有 5 条线路入选，分别
为：“致敬新四军·不忘革命路”“淮海战
役·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砥砺前行”“百
万雄师过大江”“一江两岸·别样水乡”，涉
及“重温红色历史、传承奋斗精神”和“体验
脱贫成就、助力乡村振兴”两大主题。

用好红色“家底”

1943年，为掩护地方群众和党政领导
机关安全转移，新四军三师七旅十九团二
营四连全体官兵 82 人在江苏淮安刘老庄
与 1000 余名日伪军浴血奋战，连续打退
敌人5次进攻，终因寡不敌众，全部壮烈牺
牲。今年 3 月 18 日，刘老庄八十二烈士陵
园举行公祭仪式。江苏这片红色热土上，
留下了无数这样感天动地的英雄事迹。

2014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
苏时指出，在雨花台留下姓名的烈士就有
1519名，他们的事迹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
的崇高理想信念、高尚道德情操、为民牺
牲的大无畏精神。

据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江苏省文物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全省现已登记各级不
可移动革命文物 1081 处，备案革命类博
物馆、纪念馆39家，革命文物藏品87696
件 （套），革命文物资源总量在全国处于
领先地位。

用好红色“家底”，为“强富美高”
新江苏建设注入精神动力。循着这一思
路，今年以来，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推出
了一系列红色旅游产品：今年3月底，面
向全国推出 12 条江苏“红色之旅”线
路；5月，以江苏省内短途游为主的20条

“永远跟党走”红色旅游精品线路、20个
红色研学旅游项目发布；6月，江苏“百
名红色讲解员讲述百年党史”巡回宣讲活
动启动。此外，各红色旅游点还推出线上
产品，以便游客足不出户也可感受红色文
化。例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
纪念馆推出“云观展”；淮安上线“党史
地图”小程序，将 40 余个红色文化遗
存、红色景区、党性教育基地“搬”到线
上；盐城新四军纪念馆在微信公众号推出

“铁军忠魂 永远跟党走——百集红色微党
课”线上展播……

为长三角魅力点睛

今年 6月，2021长三角红色旅游发展
峰会在江苏常熟举行。此次会议上，中国
旅游协会副会长张润钢指出：“当前红色旅
游已成为重要的‘社会课堂’，也势必会成
为未来旅游消费中的‘高频词汇’。”长三角
地区分布着以建党、新四军抗战、淮海战
役、渡江战役等为主题的众多红色资源，形
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红色文化，具有大力
发展区域红色旅游的有利条件。

为加强长三角地区的红色旅游交流合
作，此次峰会上举办了长三角三省一市红

色旅游合作共建签约仪式，中共一大会址
纪念馆、常熟沙家浜景区、嘉兴南湖景
区、安徽大别山金寨刘邓大军指挥部旧址
将携手打造长三角统一红色旅游品牌，互
相开放旅游市场，探索游客同城化待遇，
共同打造精品旅游线路；同时，发挥长三
角三省一市的红色旅游资源优势及地缘优
势，整合资源，建立资源共享、区域联
动、线路互补、客源互送、信息互通、市
场互融的区域旅游新模式，共同提升长三
角红色旅游的知名度、美誉度。

6 月 25 日，满载 1159 名旅客的 Y701
次列车从上海西站驶出，前往浙江嘉兴，
为“新时代重走一大路”红色主题旅游拉
开序幕。许多来自江苏、安徽的游客，专

程赶往上海，乘坐这趟列车。该红色旅游
列车将两节车厢改造成红色教育主题功能
车厢，设置了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及嘉兴南
湖红船老照片展示区等，让旅客在沉浸式
体验中感受红色氛围。列车开行后，受到
广大游客的欢迎与认可。据介绍，下一
步，长三角铁路部门还将开行至江苏盐
城、淮安、镇江、连云港以及安徽潜山、
浙江丽水等方向红色旅游列车 10 多趟
次，让长三角的红色旅游资源发挥出更大
的社会效益。

走好乡村振兴路

充分利用红色文化资源与绿色生态资
源，以红色历史文化带动生态旅游和乡村
旅游发展，江苏找到了乡村振兴的好途径。

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公示，常州市金
坛区薛埠镇等4个乡镇入选全国首批乡村
旅游重点镇 （乡），盐城市东台市弶港镇
巴斗村等7个村入选第三批全国乡村旅游
重点村。至此，江苏已有 46 个村入选全
国乡村旅游重点村，总量在全国名列前
茅；4个镇入选全国乡村旅游重点镇，数
量位居全国第一。

此次入选的盐城市东台市弶港镇巴斗
村，也是“一江两岸·别样水乡”精品线
路中的点位之一。巴斗地处世界自然遗产
地条子泥区域，东临黄海，西接国家级黄
海森林公园，自然环境得天独厚。过去，
村民以渔业生产为主，这里是发展滞后的
小渔村。申遗成功后，村民的观念也随之
改变，从“靠海吃海”到“养海护海”，
通过退养还湿、减船转产等一系列措施，
当地发展出滩涂养殖、旅游开发等多元化
业态。村民享受到旅游红利，巴斗村成为
绿色转型发展的典范。

巴斗村还是中国人民海军起锚地，这
里的红色文化也成为当地的宝藏。红色文
化、渔文化和海边自然风光，一起串联成
一条 3 公里长的旅游观光线，吸引着浙
江、安徽、上海等地的游客。如今，每年
到巴斗村旅游的游客达30多万人次。

观念变则天地宽，这样的乡村蝶变正
在越来越多的江苏乡村成为现实。

新学年来临，“开学第
一 课 ” 怎 么 上 ？ 这 个 暑
期， 甘肃兰州将观看、学
唱、感受红色题材儿童剧

《大豆谣》 作为“开学第一
课”主要内容，引导学生
通过观看红色经典，接受
一次爱国主义主题教育，
在心中播下一颗爱党爱国
的种子；浙江省杭州市富
阳区东洲街道的党员志愿
者、团员志愿者们带领中
小学生，在富春江边的红
色教育点聆听党员志愿者
讲述当地的抗战历史；在
贵州省盘州市盘县会议会
址，一所中学的学生们参
观陈列馆，合唱 《没有共
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朗诵

《我的祖国》。
以红色第一课，开启

全新学期，意义深远。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

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
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包括抗战英雄在内的一切民
族英雄，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他们的事迹和精神
都是激励我们前行的强大力量。”习近平在颁发“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仪式上说道。青
少年是民族的未来，习近平对他们提出了殷殷嘱托，
在给陕西照金北梁红军小学学生的回信中，习近平
说：“希望你们多了解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知
识，多向英雄模范人物学习，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
人民，用实际行动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

传承红色基因，加强爱国主义教育，让孩子们
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要做到这一点，离不开家
庭与学校的密切配合。近年来，学校的各类红色教
育不断加强，通过组织学生参观红色教育基地、看
国防教育展览、定期开展主体班会、举办形式丰富
多样的活动等，让学生缅怀先烈、牢记历史，在学
好文化课程的同时，树立远大人生理想。越来越多
的家庭将红色教育纳入日常生活。每逢节假日，红
色景点成为许多家庭出行的重要选择，到革命纪念
场馆瞻仰，了解革命历史；去革命先辈故居参观，
实地感受革命先辈的精神风范；在革命历史发生
地，上一堂历史课，聆听革命故事。通过实地感
受，学生们对书本上的历史知识有了更深入、更透
彻的理解。

要让孩子更好地接受爱国主义教育，还需要发
挥好社会大课堂的作用，动员更多社会力量加入进
来，用更加立体、生动、可感的方式，用更易于学
生理解和接受的形式，让孩子学习历史、感悟精
神。越来越多的革命纪念场馆已经进行了有益尝
试，应用VR等新技术，让孩子们以更加真实可感的
方式，体验革命先辈们亲历的奋斗过程；一些革命纪
念地打造革命战争年代实景，让孩子们当一天小红
军，参加“长征”，沉浸式体验革命的艰苦。

切实上好每一堂“开学第一课”，在每一个孩子
心中播撒下爱党爱国的种子，他日定当长成棵棵参
天大树。

一顷碧波蓝如靛，翠岛浮湖立水间。鹭
鸭疾飞惊群鱼，水纹环散映云天。在郧阳湖
国家湿地公园观水，这是它镌刻在我脑海中
的深刻印象。人在公园里，犹在水墨丹青中。

郧阳湖国家湿地公园位于湖北省十堰市
郧阳区，为国家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
涵养地，生态水域面积 1743.6 公顷。在这
里，山青水碧，鸟众鱼肥，山好水好风光
好，是汉江上的“人间仙境”，也是人们亲
水观水旅游的好去处。

在郧阳湖观水，你有很多选择：站在飞虹
卧波的郧阳二桥上俯视湖面，波动江平，水浪
一波一波由远及近，相互鼓励着助推着席卷
而来，一排排铆足了力气你追我赶，层层叠
叠，汹涌地拍打着江岸，溅起雪白色水花，在
阳光的映衬下如玉珠般晶莹剔透；踩上棉柔
细软的沙滩，江风拂面，水汽吻脸，温润凉爽，
让人忍不住要脱掉鞋袜径直踏进水里；在江
岸的解放军青年林步道上远眺，江岸青山隐
隐，耳边鸟鸣悠悠，江水缓波向前，一路流淌，
一路吸纳，孕育着万千生命；登上郧阳岛观水
台，江心的翠绿小岛尽收眼底，如出水芙蓉般
美丽干净，朵朵白云倒映水中，“天光云影共

徘徊”，水天相接处，悠闲浮水的白鹭和成群
结队的野鸭争相觅食，你追我赶，惊得鱼儿疾
蹿乱跳，漾起层层波纹，环散开去，为平静的
湖面平添了许多灵动色彩。

在郧阳湖观水，是一种快乐，也是一种
享受。郧阳湖的水，看着养眼，听着悦耳，
喝着暖心。它们墨玉般闪亮透明，看着，清
清亮亮，澄澄澈澈；摸着，柔柔软软，凉凉
爽爽；饮着，朗朗润润，香香甜甜。

在郧阳，楼宇面水而建，田园临水而修，
村落枕水而眠，星星点点，桥路相通，碧水互
连，行走在郧阳大地，脚下的足迹一串串，彼
此首尾相接就是一幅水墨丹青，唯美而惬意。

行累了，停下脚步，择一处临水而开的
小店，来一碗汉江水煮的面，或品一口汉江
水泡的茶，香甜可口，韵味无穷。

郧阳的水，不仅能孕育俊秀美景，也能
俘获人心。与郧阳的水亲近了，人们便会情
不自禁地心生念想：“我想有一所房子，面
朝汉江，与水为邻，面水而居。”想着想
着，就再也迈不开腿，舍不得走了。

上图：湖北省十堰市郧阳中华水园生态
美如画卷。 杨显有摄 （人民图片）

若不是在那里参加川藏电力天路建
设，我还不知道在青藏高原的东南缘、川
藏滇的结合处，还有这样一个好地方——
巴塘。

从成都到巴塘700公里。一路向西，出
雅安，过康定，在318国道上还会经过折多
山、新都桥、高尔士山、剪子湾山、毛垭
大草原、海子山，一路高山，一路草原，
一路风景。

巴塘县城在金沙江中上游之东岸，海
拔不到 2600 米，川藏线上与之相邻的两个
县城海拔都在 4000 米左右。无论是开车、
骑游，还是走路进藏，巴塘都是一个最佳
休整地。巴塘县城以西隔着巴楚河 （巴
曲） 有一座山，名叫象鼻山。整座山像一
头超级大象的头部，从额头到鼻尖入水的
那坡有好几公里长。象鼻入水的地方，也
是巴楚河汇入金沙江的地方。象鼻山上的
平坝是当地人举行赛马节和转山歌会的地
方。人们不舍，但还是坚决地在最平的那
一块上建起巴塘500千伏变电站。

回想当年，我们就住在象鼻山脚下巴
塘县城的北郊，巴楚河西边一户藏民家里。

巴塘的房子有一大半是藏式结构，也
有一小部分混凝土楼房。县城周边的藏
家，一般都会有一个较大的院子，院子里
大多有几棵核桃树。那些核桃树粗大多
产，有的一年可采上千斤。巴塘的苹果也
很有特点，个头不大，但日照足、颜色
红、果味浓、口感甜。很多人把苹果切成
片，在大好的阳光下晒成苹果干，招待客
人或寄向远方。在巴塘，若是遇上夏末秋
初，还可以吃上新鲜的松茸。早上，县郊
路边的摊位上，比大拇指还粗的松茸密密
麻麻地摆着；晚上，松茸炖鸡的香味不断
地从城里的餐馆飘出来。

巴塘的傍晚，常可见壮观的火烧云。
有时，它像一块熊熊燃烧的巨型幕布，遮
盖整个县城；有时，它像几支大火炬，在
象鼻山顶燃烧，火焰呼呼，浓烟滚滚；有
时，那火烧云像是身着红装的嫦娥飞驰而
去，浓密而飘逸的长发在后面狂扫乱飞；
有时，红色的云朵变成了珊瑚的形状，斜
行在天空；有时，它像一条金色的长龙驾
着云朵，在蓝色的天空飞翔，在地上的山
峰留下暗黑色的光影；有时，那火烧云又犹
如一场龙卷风，裹挟着黄沙在天上旋转，仿

佛要裹住那些铁塔、烧红那些导线……有
时，天空突然拉开一个手帕形的口子，透
出一片亮光，在天空形成一个湖泊，碧汪
汪的水，四周是些黑色婆娑的树影，让人
分不清哪里是山脊，哪里是山脊上生长出
的树。

大概，云的燃烧也需要燃料。燃料烧
尽，色彩用完，太阳落山。火烧云收了
工，把天空交给月亮和星星。那时候，没
连上大电网的巴塘还常停电。天上的繁星
和月亮，是明亮的补充。何况它们看起来
离人间是那么近，仿佛就在某个山顶。那

时，我常想着，一定要找机会带亲友来看
看这么近、这么大、这么亮的月亮和这么
多的星星，来看这里常见的日月同辉景象。

去年端午节前，我又去了巴塘。巴塘
更美了，城区分别向南向北延伸了许多，
绕城国道与巴楚河之间的一大片土地被严
格保护着，黄绿相间的油菜和黄透了的荞

麦铺满了这块巨大的平坝。一条环状的人
行栈道伸入这麦浪花海之中——巴塘人把
农作物作为城市的绿化和景观，也把农田
真正地变成了可以让人们观景休闲的地方。

2014 年川藏联网工程建成，巴塘连接
上电力主网，这里再也不受停电之苦。巴
塘 8000 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多条河流，
蕴藏丰富的水电资源。象鼻山的“鼻子”
下面，正在建巴塘水电站。下游的苏洼龙
水电站即将投运，从苏洼龙到巴塘变电站
的输电线路正在筹建。在巴塘变电站和夏
邛变电站，来自成都和遂宁的电力运行人

员，一年四季在这里守护着藏区的光明。
入夜，我们在象鼻山上俯瞰巴塘县

城，璀璨的灯光勾勒出巴塘的轮廓：一只
展翅欲飞的雄鹰，头南尾北，双翅展向东
西两面。我们隐约听见欢快的音乐声传
来，那是巴塘人同南来北往的客人在广场
上跳着锅庄，享受着美好生活。

江苏：红色旅游创新出彩
本报记者 尹 婕

红色地标巡礼·江苏篇红色地标巡礼·江苏篇

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南望村一排排白墙黛瓦的民居错落有致，房前
屋后花红柳绿，鸟语花香。 孙井贤摄 （人民图片）

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南望村一排排白墙黛瓦的民居错落有致，房前
屋后花红柳绿，鸟语花香。 孙井贤摄 （人民图片）

暑假期间，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开展了“弘扬红色精神、共度红
色暑假”的主题教育活动。 张 玲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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