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文/柏润 通讯员 黄得意

2004 年到 2014 年， 十年红色旅游
的迅猛发展，湖南拥有 24 个全国红色旅
游经典景区，3 家 5A 级景区、11 家 4A
级景区， 评定了 53 家省级红色旅游区
（点）。 十年，全省红色旅游景点接待游客
3.72 亿人次， 收入 1680 亿元； 20 万人
直接就业，间接就业人数 80 万人。

2015 年， 湖南红色旅游再上新台
阶。举办了中俄红色旅游交流活动，发布
了 5 条省内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及 1 条国
际红色旅游精品线路。与京广、沪昆高铁
沿线 12 省市区结成了红色旅游联盟，一
条从毛泽东故乡到列宁故乡的万里红色
旅游线路， 让中国红色旅游正式走出国
门。

跨越中俄国界，万公里穿行。 6 月 29
日—7 月 9 日，由自驾游爱好者、摄影发
烧友、作家、旅游学者等组成的 20 辆红
色自驾车车队，从韶山出发，经湖南、湖
北、河南、河北四省抵达北京，乘国际航
班前往莫斯科，在莫斯科、圣彼得堡、乌
里扬诺夫斯克州、 喀山四个著名城市参
观访问。 从湖南韶山到俄罗斯乌里扬诺
夫斯克， 携湘江水与伏尔加河水在列宁
故居前浇灌友谊之树。

湖南到俄罗斯不远。 今年 6 月，长沙
已实现到莫斯科的旅游包机直航， 每周
四一班， 两地间遥远的距离已拉近到仅
8.5 个小时。

6 月 29 日—7 月 2 日，在韶山，中俄
双方一同栽种下“中俄红色旅游合作交
流活动纪念林”，70 棵丹桂银杏纪念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 70 周年。 在毛泽东铜像广场上，俄
罗斯国家旅游署署长、驻华大使、乌里扬
诺夫斯克州官方代表向一代伟人致以崇
高敬意。 400 名中俄旅游界人士参观了
毛泽东同志纪念馆、滴水洞景区、宁乡花
明楼刘少奇故里、南岳忠烈祠……

红色之旅 从毛泽东故乡到列宁故乡

红色旅游节 绿色桂东红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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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潇湘 遍

� 这是一片红色热土。 曾经硝烟弥漫、烽火连天，成为全国抗战的
主战场。

今天，红色旅游热火朝天，三湘四水红色景点遍布，红色旅游节
年年举办。

2015 年，这片土地红得格外耀眼。 校园、社区、景区、纪念馆、博
物馆、公园红旗猎猎，京广、沪昆高铁沿线 12 个省（市、区）红色旅游
结盟，红旗从湖南一路飘扬至俄罗斯。

伟人故里韶山，红太阳升起的地方。 今
年的“十一”黄金周，一趟趟火车专列、一队
队自驾车，46.812万人次的游客，从五湖四
海来到他们向往的地方———韶山。

“虎距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如今， 韶山已成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5A
级旅游景区、首批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全国
首个红色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 2015年 7
月， 韶山又增一张亮闪闪的新名片———全
国红色旅游国际合作创建区。

韶山欢迎你。 自驾，从长沙走长韶娄
30 分钟直达。 沪昆高铁 23 分钟串联长沙
南站和韶山南站。 机场，韶山将建设通用
机场。 当然，最有感觉的是坐红色专列来
韶山。

坐上红车头、绿车皮的长沙—韶山红
色旅游专列。 听着车厢内流淌的红色经典
歌曲《火车向着韶山跑》，再一幅幅毛主席
各个时代的照片看过去，一切仿佛又回到
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 如果幸运，你还
会碰到大型实景演出《中国出了个毛泽
东》里毛泽东和杨开慧的扮演者，好像主
席就在我们身边。

现在，你来到韶山，除了毛泽东铜像
广场、毛泽东故居、毛泽东同志纪念馆、滴
水洞、诗词碑林等老景点外，又添了不少
新看点：毛泽东遗物馆、毛泽东纪念园、南
岸私塾、韶之红太空农场、大型实景演出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住宿不再是难题，从毛主席住过的韶
山宾馆到一家家干净整洁、性价比高的招
待所，在你的预算范围内总能找到最贴心
的服务。 舌尖上的韶山，毛氏红烧肉、火焙
鱼、血鸭夹饼、韶山土腊肉都是不可错过
的美食，随处可见的土菜馆，都能让你品
尝到毛主席最爱吃的家乡菜。

韶山越来越美了。 曾经贫困的韶山
冲，因发展旅游，建设美丽乡村、幸福城
镇，居民收入大幅增长。 韶山建起了航空
航天教育培训基地、文化产业园、大型游
客中心、停车场，景区管理越来越规范。 曾
经交通不便的韶山冲如今与世界接轨，韶
山连续几年举办了红色旅游节，正在建设
红色影视城，积极申报国际马拉松赛。 作
为一代伟人的故乡，她成为了中国红色旅
游的形象窗口，示范样本。

9 月 5 日， 第五届中国芷江·国际和
平文化节于“和平之城”芷江拉开帷幕。 国
际和平论坛、民族文艺演出等一系列活动
让人们永远铭记这段历史，将和平牢牢记
在心中。

从 8月底开始， 湖南推出红色旅游主
题活动项目近 40个，2015年中国（湖南）
红色旅游文化节、 全国抗战主题红色旅游
经典景区管理人员怀化培训班、 第五届中
国芷江和平文化节、“薪火相传·再创辉煌”
长征精神红色旅游火炬传递炎陵站和通道
站活动等，掀起了湖南红色旅游新的热潮。

在长沙市博物馆里，抗战亲历者向我
们说起那些战火纷飞的年代，100 件抗战

珍贵文物和 330 余幅老兵照片是最好的
讲解者。 这只是“铭记历史 圆梦中华”湖
南红色旅游主题系列活动的第一幕，红色
的风潮从毛主席青年时期求学的湖南第
一师范学校旧址出发，走进校园、社区、景
区，席卷了整个湖南。

9 月 18 日， 在第一师范，6 名优秀红
色旅游景区讲解员向观众了讲述了 6 个
感人至深、催人泪下的故事，以独特的方
式重读红色岁月；10 月 10 日， 在湘潭大
学，红色旅游校园行，百人大合唱红歌响
亮；在湘潭岳塘区，省旅游研究基地、湘潭
大学红色旅游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刘建平
结合身边的抗日景点，向街道、社区的党
员居民讲授了本土的抗战历史和红色文
化；在岳麓山上，大型的纪念摄影展和荧
光登山全民公益健行活动呼吁人们勿忘
历史；在炎陵，火炬手擎着象征长征精神
的火炬，从红军标语博物馆出发，向炎陵
县烈士陵园进发， 大家跟着火炬一起前
进、 奔跑； 在通道，24 万侗乡儿女欢天喜
地，身着民族服装哆嘎哆吔欢歌笑语共同
庆祝长征薪火的到来……

进校园、进社区、进景区，听红色故
事、看红色电影、唱红色歌曲、游红色景
点，三湘四水的湖南人用自己特有的方式
缅怀红色岁月、传承革命精神。

2015年即将过去，潇湘大地的红色激
情却绝不会褪去，只会更高昂，更热烈。

红色活动 校园社区景区 薪火相传

红色新名片 韶山走出“国际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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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湖南）红色旅游文化节，已连续
举办了十二届。 从韶山到茶陵、 通道、宜
章，从大长沙、大湘西到大湘南。 为了发展
大湘东旅游，让大湘东老区人民早日脱贫
致富， 让大湘东成为湖南旅游新的增长
极， 7 月 28 日，2015 年第十二届中国(湖
南)红色旅游文化节挺进大湘东，挺进桂东
这座红色与绿色交相辉映的小城。

大湘东发展旅游正当时。 一条宽阔的
平汝高速公路，如一条丝线，串起了大湘
东平江、浏阳、醴陵、攸县、茶陵、炎陵、桂
东、汝城 8 个革命老区、边区。

大湘东红色旅游资源丰富，桂东更是
红色闪耀。 这里是第一军规颁布地、红军
长征首发地和群众路线发祥地。

桂东寨前镇，红军长征首发地，400 名
身穿红军装的“驴友” 集结于此重走长征
路。 他们一路高唱军歌，历时 7小时，徒步
行走在陡峭的山路上， 用双脚丈量革命先
烈的大义。 1934年，中国革命与中国红军
陷入危难时刻。 9578名红军在寨前圩的河
滩上召开誓师大会。 这一天，刚成立的红六
军团豪情万丈地誓师西征， 由此迈出了中

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步。
“行动听指挥，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

西……”80 年前，毛泽东在沙田镇留下的
“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训诫仍在耳畔。 大
理石上还篆刻着当时的军规记录，走近沙
田戏台，好似还能听到颁布军规时抑扬顿
挫的声音……

因为红色旅游节，人们认识了绿色桂
东。 八面山、青鹅山、齐云峰、万洋山……
森林、草原、溶洞，整个桂东就是一个“零
门票”的大景区。 在桂东，你时时想做的，
就是闭上眼睛深深呼吸，因为这里有上海
基尼斯颁发的“负氧离子最高的县”。 这里
特别适合养生休闲。

红色旅游节红了桂东， 红了大湘东。
双休日、国庆黄金周，前往大湘东旅游、桂
东旅游的人数倍增，人们纷纷要求要穿红
军服，重走长征路。 桂东正积极建设全域
景区， 从县城到齐云峰国家森林公园、群
众路线发祥地、 红军长征首发纪念地、三
千湖风景区的旅游设施、 旅游标识系统、
城乡公交一体化等旅游项目建设火热进
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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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0 日，湘潭大学百人大合唱。

9 月 9 日，“薪火相传·再创辉煌”长征精神
红色旅游火炬传递到炎陵。

6 月 16 日，桂东 400 人重走长征路。

9 月 18 日，“铭记历史 圆梦中华”湖南红色
旅游主题系列活动在湖南第一师范启动。

6 月 29 日—7 月 9 日,从毛泽东故乡到列宁故乡大型红色自驾活动。 姚冶 摄

韶峰红霞满天。 6 月 29 日—
7 月 2 日， 中俄红色旅游系列交
流活动在韶山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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