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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 2017中国（湖南）红色旅游文化节开幕之际

□ 颜石敦 罗徽 林航竹

美丽汝城，红色故事代代传

1.

美丽沙洲，改天换地成景区

2.

精彩“6+1”，惊喜连连等你来

3.

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金山古祠堂之卢氏家庙。

九龙江国家森林公园秋日层林尽染。

热土潇湘，伟人故里名满天下，令人景仰。

红色汝城，“半条被子”温暖中国，让人向往。

11 月 10 日，由省委宣传部、省财政厅、省旅

发委、省委党史研究室和郴州市委、市政府联合

主办的 2017 中国（湖南）红色旅游文化节，将在

汝城县文明瑶族乡沙洲村开幕。

这个秋天，重温红军长征路，来一趟充满期

待的红色旅行，沿平汝高速到汝城，是个不错的

选择。

位于我省东南部、 湘粤赣三省交界的汝城县，既
是千年古县、理学名城，也是温泉之乡、生态之城，森
林覆盖率达 73.69%。

这里不仅有华南地区“流量最大、水温最高、水质
最好、面积最广”的汝城温泉，而且气候宜人、风光秀
丽，是休养身心的“天然氧吧”。 其中九龙江国家森林
公园核心景区负氧离子最高值达 12 万个单位， 是华
南地区负氧离子含量最高的景区。

汝城是革命老区，是湘南起义策源地、朱范谈判合
作地、 红军长征突破第二道封锁线所在地，2013 年成
为比照享受有关中央苏区县政策的县， 同时也是国家
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罗霄山片区连片扶贫开发县。

在这方热土上，白色恐怖下的汝城革命热潮被中
共中央高层誉为“新湖南”，成立了最早的县级苏维埃
政府，举起了第一面工农革命军军旗，留下了国家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湘南起义汝城会议旧址”“中共驻汝
城湘南特别工作委员会旧址”等革命遗迹，留下了毛
泽东、朱德、邓小平、陈毅等伟人的光辉足迹。

在这方热土上，革命队伍与百姓相濡以沫，结下
了鱼水深情，留下了“半条被子”、 红军借据、红军药
箱、红军书、红军楼、一只藤碗、红军墓、世界一家、朱
德脱险等具有革命纪念意义的故事、 文物和遗迹，红
色文化资源非常丰富。

翻开红军长征史，记忆有如潮水奔涌而来。
1934 年 11 月上旬，天寒地冻，中央红军长征经

过汝城，突破了国民党第二道封锁线，驻扎在文明沙
洲村一带。

徐解秀家看红军艰苦，便留红军住宿，其中三位
女红军与她一张床挤着睡。 那时她家很穷，床铺简陋，
被子破旧，挡不住寒冷。 女红军们拿出仅有的一条被
子，与徐解秀母子一起合盖，度过数个寒冷夜晚，结下
深厚情谊。 临走时，三位女红军把那床被子剪下一半，
给徐解秀留下了。

重走长征路的记者罗开富采访徐解秀时， 老人
说，什么是共产党？ 共产党就是自己只有一条被子，也
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 她教导家里人要永远跟着
共产党走。

2016 年 10 月，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大
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情讲述了“半条被子”的红色经
典故事，暖人心窝，感动全国。

除了“半条被子”，当年，在汝城还演绎了红军借
据、一只藤碗等许多军民鱼水情的故事。

红军跋涉入住延寿乡官亨村，又累又饿。 村民们
先是逃离，了解到红军是百姓的队伍，不动百姓分毫
时，陆续折返回来。

得知红军困顿窘况，胡四德与村民们商议帮红军
筹粮，把 105 担稻谷、3 头生猪和 12 只鸡，送到了红
军手中。 红军撤离时，写下借据并盖下印章，胡四德把
它深藏起来，未透露分毫。 直到 1996 年，其后人无意
中发现了这张借据。

走进汝城红军长征革命文物纪念馆，一只红军藤
碗让人心潮澎湃。 这只藤碗历经 80 多年，依然完好，
散发着细碎的青光，仿佛在深情讲述红军与老百姓的
殷殷深情。

同样在那段时期，东山村罗秀林上山割草，发现
了负伤的红军战士，就要背他回家养伤。 红军战士怕
连累他，谢绝了。 罗秀林只好每日早晚上山，给红军送
饭、送药。

伤愈后， 罗秀林的叔父拿出家里仅有的 4 筒米，
送给红军战士做干粮。 红军战士感激万分，将一个珍
贵的精美藤碗回赠他，激动地说：“父亲牺牲时，把这
只藤碗交给我，我带着它跟着红军闹革命。 现在我把
这只藤碗送给你，希望你继续支持革命队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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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把红色资源利用好， 把红色传统发扬
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 ”汝城县委书记方南玲介
绍，着力走好新时期的长征路，当地县委、县政府
正带领全县上下，拧成一股绳、劲往一处使，千方
百计带领老区人民脱贫攻坚， 走上幸福生活的道
路。

在“半条被子”的温暖火遍大江南北之际，汝
城县因势利导， 在沙洲村成功承办 2016 年全国
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湖南会场活动，并倾力加
快沙洲红色旅游景区建设， 筹办 2017 中国（湖
南）红色旅游文化节。

抢抓重大机遇，该县大力实施“大战略意识、
大景区格局、大品牌创建、大营销模式”工作举措，
致力以“半条被子”故事为主线，以沙洲村为核心，
涵盖周边文市村、韩田村、秀水村、五一村等，打造
3.2 平方公里的红色旅游景区。

今年 3 月， 总投资 3 亿余元的汝城沙洲红色
旅游景区建设工程开工，共实施旅游公路、森林景
观提质、 游客服务中心、“半条被子的温暖—红军
长征过汝城专题”陈列室、滁水河风光带、村内立
面改造、农业生态观光园等八大类 41 个项目。

为确保各项目按期按质按量完工， 该县采取
“一周一例会、一月一调度、一月一督察、一月一通
报”倒逼工作机制，制定项目建设任务书、时间表、
路线图，形成了大工地、大建设、大干快上、一日一

变化、一周大变化的良好局面。
目前， 汝城沙洲红色旅游景区建设工程全面

完工。走进沙洲村，我们发现这个昔日的小山村宛
如一幅美丽的乡村画卷，变化令人不得不惊叹。

踏进沙洲，村前滁水河两岸焕然一新，一条平
整的柏油路绕村而过。 大道左侧的老宅统一外墙
装饰，红色陈列馆、“半条被子”纪念广场、红色文
化展示厅、游客服务中心等熠熠生辉。 大道右侧，
新建的现代化居民区错落有致。 一座新桥连通两
岸， 桥下的田园被改造成了红军战士帮助群众发
展生产的景观区，一个个红军战士雕塑栩栩如生。

在这届红色旅游文化节开幕式的主会场，“半
条被子”的雕塑非常醒目，一双老百姓的手托起半
条被子，党徽镶嵌其上，寓意党和人民群众的鱼水
情不可分。 不远处的村口一端，一座三位女红军赠
送被子给徐解秀的雕塑， 述说着那段不寻常的历
史。

昔日落后山村变美丽景区， 四面八方的游客
接踵而来。在“半条被子”纪念广场，当保洁员的朱
常兴高兴地告诉我们， 今年仅国庆节、 中秋节期
间，村里就已接待游客 2 万多人次，附近的山庄、
农家乐生意火暴，有力带动了村民脱贫致富。

“村里能有今天的变化，以前想都不敢想!”徐
解秀老人的小儿子、80 岁的朱中雄感慨地说，相
信今后的日子会越过越好。他还告诉我们，他儿子
朱小红一家已脱了贫，现在年收入有六七万元。

据介绍，沙洲村共 142 户 516 人，其中建档立
卡贫困户 31 户 98 人。 目前， 已有 11 户脱贫，其
余 20 户今年底可脱贫。 有了党和政府的关怀，沙
洲人民致富奔小康的信心更足、决心更大了。

今年，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建军 90 周年。 2017 中国（湖南）红色旅游文化节，注定
不平凡。

省旅发委的同志说，本次节会以“伟人故里，半条被
子，温暖中国”为主题，旨在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
因，弘扬红色精神，大力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同时，利用节会优势，提升革命老区知名度，打造老
区红色旅游品牌，带动群众脱贫致富。

据了解，这届节会是党的十九大召开后我省红色旅
游的一次盛会，省里相关部门与郴州市及举办地汝城县
一道，精心策划了 1 项主题活动和 6 项配套活动。

主题活动即 2017 中国（湖南）红色旅游文化节开幕
式，将于 11 月 10 日上午在汝城县文明瑶族乡沙洲村民
俗广场举行。

开幕式以“半条被子”红色精神为主题，沙洲红色旅
游景区将精彩亮相，“半条被子”大型雕像也将揭幕。 由
湖南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半条被子的温暖》特色主
题展演，将通过大量独创方式，展现汝城沙洲村的红色
文化、红色历史和红色故事，再现军民鱼水情。

节会期间，主办方安排了新闻发布会、学术研讨、结对
帮扶、旅游踩线、经贸洽谈、重走长征路等 6项配套活动。

10 月 26 日，2017 中国（湖南）红色旅游文化节新闻
发布会在长沙举行，发布了节会的主题和标识，《半条被
子》 微电影进行了首映， 近 50 家各级主流媒体参与报
道，对节会起到了很好的预热作用。

我们了解到，11 月 9 日上午，“半条被子的温暖与
党史惠民”学术研讨会，将在汝城县龙腾国际大酒店举
行。 相关专家、学者围绕“半条被子的温暖”主题，为红色
旅游发展献言献策。

开幕式当天，“社会扶贫，推送温暖”启动仪式暨“千
车万人红色汝城扶贫行”活动正式启动。 湖南省自驾旅游
协会自驾队伍从长沙出发，沿平汝高速到达汝城后，会组
织企业、媒体结对帮扶贫困户、推销当地产品和景点。

汝城县委副书记、县长黄志文介绍，汝城是个“来了
不想走，走了还想来”的好地方，他们将把资源优势转化

为发展优势。 11 月 10 日下午，县里将举行经贸洽谈会，
借机加大引资力度， 实现旅游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发展，
带动产业脱贫。

11 月 10 日下午至 11 日上午，“红色汝城， 绿色骑
行”旅游踩线活动，将在县内有关乡村旅游区举行，倡导
绿色出行新风尚，推广健康环保新生活。

12 月 1 日至 3 日， 汝城还将举行中国山地户外运
动大会暨重走长征路系列活动。 届时，千名户外运动爱
好者沿汝城长征第二道封锁线主战场原址、沙洲红色旅
游景区、马桥红色旅游景区等，重走长征路线，重温红色
记忆。

乘着红色旅游文化节的东风， 沐浴着红色的光辉，
汝城人民迈开大步奋力前行，在脱贫攻坚、加速发展的
新长征路上奔向远方……

红军长征革命文物纪念馆。

2017 中国（湖南）红色旅游文化节新闻发布会现场。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汝城县委宣传部提供)

半条被子雕塑

“红军赠被”雕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