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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3日，湖南国际会展中心成
为一片炙热的“红色土地”。

八大展区共两万余平方米展厅
里，全国24个省市经典红色景区展示
大放异彩；线上线下联动中，百余部经
典红色文艺作品引人入胜；虚拟现实
互动下，科技力量在重现中国革命的
风起云涌……

2020 中国红色旅游博览会开展
首日，成千上万参观者涌入观展，人们
爱红、看红，热情十分高涨。

93年前，在湘赣边发动的秋收起
义，为中国革命点燃燎原星火；如今，
湘赣再次携手，为中国红色旅游探索
突破发展之途。

芙蓉朝晖，红色旅游线路
绘制湖湘地图

“这张图一定要拍下来，等孩子放
暑假，就带孩子沿着‘长征精神湖南体
验之旅’这条线自驾游。”踏进湖南展
区，最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这张红色旅
游线路地图，引得不少观众拍照“存
档”。伟人故里“红三角”之旅、锦绣潇
湘研学之旅、大湘东红色自驾之旅等
八条旅游线路组成了湖南省崭新的

“红色交通地图”。
2020 红博会上，湖南展区共有

3000平方米，像一轴徐徐打开的历史
长卷，讲述着“伟人故里，将帅之乡，革
命圣地”的红色故事，用一个个经典红
色景点勾勒出一幅红色“锦绣潇湘
图”。

“这里培养了一代伟人毛泽东，是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策源地和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发源地之一。”长沙展区
内，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旧址被

“搬”到了现场，伟人求学地的独特建
筑风格使红色文化与旅游景观有机结
合起来，成为展现和传承红色文化的
重要载体。

株洲馆外观是一座“飞驰的高
铁”，这座“火车拉来的城市”也是中
国革命的重要发祥地。在“株洲市不
可 移 动 类 革 命 文 物 基 本 信 息 汇 总
表”上，共有 85 处不可移动文物，从
李立三故居到萍浏醴起义旧址，再
到红军桥，红色故事传承不绝。“我
老家就在株洲，直到今天我才知道
老家有这么多红色资源。”观众李先
生感叹不已。

“来看看湘西古丈红茶，价格比市
面上要便宜哦。”特色的屋檐、青砖，配
上土家织锦，湘西的民族特色原汁原
味地展现出来。当地的古丈红茶亮相
红博会，红色旅游为扶贫产品再添风
采。

“这一套本子封面印有长沙方言，
明信片上是手绘的红色旅游景点。”红
博会上，最吸引年轻人的还属文创产
品，创景天下文旅集团市场经理张琦
帅说，目前，公司正在策划将自身创意
与红色旅游景区相结合，这次红博会
为他们提供了交流合作的平台。

风景独好，江西当“红”不让，
重走“复兴之路”

在江西展区序厅，“复兴之路”主
题邮局来到了现场，“江西各个红色旅
游景点都可以来盖章‘打卡’！”中国
邮政复兴之路邮局局长朱金华忙个不
停，展台被集邮爱好者围得水泄不通。

“这次一共盖到了 4 个邮戳和 12
个纪念章，有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笔架
山、八角楼等等，可以作为以后到江西
旅游的参考。”来自长沙的集邮爱好者
刘先生对盖满了印章的信封爱不释

手。
2017年7月28日，中国邮政集团

公司南昌市分公司首先在南昌八一起
义纪念馆开设第一个“复兴之路”主题
邮局，紧紧围绕红色文化创造的文创
产品深受广大人民喜爱。

江西展区总面积1400平方米，从
红色旅游看江西、红色旅游新亮点、产
业发展新路径三大篇章，全面展示新时
代江西红色旅游发展新面貌、新成果。

“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
好。”1934年夏天，第五次反“围剿”失
败，毛泽东在江西赣州以革命家的豪
气，抒发了这样的诗情。

红色故事如何才能世代相传？在
赣州展区，兴国县人民政府与功夫动
漫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制作的动漫影视
作品《长征总动员》，被隆重推介。这是
一部面向当代儿童、青少年的红色教
育主题动画片，将波澜壮阔的长征史
诗用动画形式搬进荧屏之中，弘扬伟
大的长征精神。

只要20分钟，一团和好的面在刘
云峰手里变成了一个女红军。刘云峰
是安源面塑的传承人，近年来，安源面
塑与红色旅游景点相融合，设计出许
多红色作品，传承 800 多年的老手艺
又一次焕发“青春”。

“虽然不在井冈山，观众仍然能够
立体地感受井冈山的魅力。”吉安展区
设置了“云游井冈”触摸屏，观众能够
现场体验井冈山720度震撼美景。

江山多娇，24个省市同绘红色
旅游新蓝图

“一二三，非常好看！”博览会开展
3小时，参展商亲和力旅游股份有限公
司的员工史利霞已经在“江山多娇”中
国红色旅游推广联盟展区里，义务为
参观者拍了上百张照片。

这个由 24 个中国红色旅游推广
联盟省市共同打造的展区，以时间为
轴、空间为面，将 24 个省市有代表性
的红色历史事件和红色旅游景点串
联，通过微缩景观、图文介绍和各种声
光电方式来展现中国革命历程。

“这些革命历史、人物耳熟能详，
一路所见所闻唤醒了我们心里的‘红
色记忆’，特别想合影留念。”长沙雨花
区嘉盛华庭小区广场舞蹈队的队员们
说。

在“峥嵘岁月”红色出版影像展
区，湘、鄂、赣三省联合展示 455 种、
890册红色图书，展演102种红色主题
电影、电视剧、戏剧、歌曲和广播剧。

“潇湘红色故事专题宣讲”LED屏前，
是观展人群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这
些革命故事让红色精神深入人心。”观
看展演时，省博物馆党员张艳华热泪
盈眶。

若论最受年轻人群“追捧”展区，
“无限风光”互动体验展区当仁不让。
400 平方米的互动体验区人头攒动，
通过最先进的VR技术，人们在沉浸式
体验中传承着红色基因。

“请给我一顶红军帽。”年近80的
李先生在“稻菽千重”红色旅游产品展
区找到了他的“心头好”。通过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网红直播带货形式，本届
博览会在1000平方米的展区中，展销
各地红色文创产品、非遗产品、带有红
色地域标识的美食产品和旅游装备
等，推介红色研学游、乡村民宿度假、
康养体育、红色旅游培训等红色旅游
新业态。

“24个省市联手，能更加充分利用
红色资源，做强做大红色旅游，惠及更
多百姓。”安徽中合大别山供销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建军说，要通
过此次博览会将大别山区特色农产品

湖南日报11月14日讯（记者 彭雅惠）
今天，在2020中国红色旅游博览会开幕
式上，中国红色旅游推广联盟25个成员
省市共同发布《红色旅游创新发展长沙
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为进一步协同
推进红色旅游创新发展指明方向。

2017 年中国红色旅游推广联盟成
立，全国25个省市加入联盟。为进一步推
进红色旅游区域合作，打造红色旅游精
品线路，创新红色旅游产品体系，提升红
色旅游服务水平，加强红色旅游宣传推
广，该联盟发布《宣言》。

《宣言》明确，红色资源是最宝贵的旅
游资源，应持续加强红色文化发掘整理、研
究阐释，在立根铸魂中传承红色基因，讲好

红色故事，弘扬红色传统，焕发时代光芒，
携手推动红色旅游发展迈上新台阶。

根据《宣言》要求，中国红色旅游推
广联盟将进一步深化开放合作，以红色
文化资源为纽带，打破区域界限，打通政
策瓶颈，推动共建共享，携手开发特色产
品、打造精品线路、开展主题宣传，加快
推动区域红色旅游“线路互通、游客互
送、宣传互推、资源共享”。

中国红色旅游推广联盟还将强化协
调指导，完善工作会商机制、项目协调机
制、信息通报机制，并采取轮值方式，共
同磋商合作事宜，联动开展各项活动，推
动旅游产业全链条发展，助力畅通国内
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

红色资源是最宝贵的旅游资源。推
动红色旅游创新发展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精神，巩固社会主义思想文化
阵地，促进文化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必
然要求。为进一步推动红色旅游创新发
展，我们集聚长沙，共同宣言：

强化思想引领，在立根铸魂中传承
红色基因。持续加强红色文化的发掘整
理、研究阐释，充分运用文学艺术等载
体、广播电视报纸等媒体、互联网大数据
等手段，打通教育引导、环境熏陶、作品
感染、文艺浸润、典型示范、实践砥砺等
环节，讲好红色故事，弘扬红色传统，焕
发时代光芒，汇聚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
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
磅礴伟力。

加强规划衔接，在科学布局中彰显
红色底蕴。以“十四五”规划编制为契机，
大力争取红色旅游项目布局、政策支持、
资金扶持，携手推动红色旅游发展迈上
新台阶。突出抓好各地区的总体规划统
筹、专项规划衔接，共同推动文化旅游产
业与工业、农业、现代服务业等业态融合
发展，与乡村振兴、扶贫开发、生态保护、
区域协作等战略协同推进，促进红色文
化、绿色生态、古色文明相生互动。

推进保护利用，在吐故纳新中激活
红色资源。加强革命文物的保护和利用，
推动红色资源有效传承；推进红色旅游
景区基础设施完善升级，提升管理服务
水平。推动红色旅游与传统观光游、生态

休闲游、乡村民俗游等业态有机融合，为
地区发展注入活力，为老区发展增添动
力，让红色资源在吐故纳新的时代发展
中熠熠生辉。

深化开放合作，在共建共享中促进
交流互鉴。以红色文化资源为纽带，打破
区域界限，打通政策瓶颈，推动共建共
享，携手开发特色产品、打造精品线路、
开展主题宣传，加快推动区域红色旅游

“线路互通、游客互送、宣传互推、资源共
享”。更加主动地融入“一带一路”战略，
坚持“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大力
传播红色文化，向全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中国声音、展示中国形象。

优化协作机制，在凝心聚力中推动合
作共进。强化中国红色旅游推广联盟的协
调指导，充分发挥联盟秘书处的积极作
用，完善工作会商机制、项目协调机制、信
息通报机制，采取轮值方式，共同磋商合
作事宜，统筹推进资源共建共享，联动开
展各项活动，确保工作运转有序高效。

创新发展路径，在与时俱进中开拓
崭新未来。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以需求为导向、以市场为主
体，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旅游资
源全要素配置，推动旅游产业全链条发
展，助力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
双循环。大力推动场景创新，促进文化旅
游消费、全域旅游等试点示范建设，培育
文旅消费新引擎。推进智慧文旅建设，让

“诗和远方”随心起舞、奔腾向前。

红色旅游创新发展长沙宣言
（2020年11月14日，长沙）

湖南日报11月14日讯（记者 彭雅惠）
在今天举行的 2020 中国红色旅游博览
会开幕式上，湘赣边红色文化旅游融合
发展创新区揭牌，湖南、江西两省强强联
手，共推红色旅游实现突破性发展。

湖南和江西同为中国革命重要策源
地，红色文化交织、红色景点跨省连片，
尤其是两省交界地区，是红色政权、革命
军队和“第一军规”的发祥之处。这片区
域内曾发生秋收起义、平江起义、三湾改
编等重大革命历史事件，发展红色旅游
区域合作空间巨大。

近年来，建设湘赣边区域合作示范

区成为深化赣湘合作的战略共识，发展
红色文化旅游是其中重要内容之一。
2019年，两省签署《湘赣边红色旅游合作
框架协议》，决定打造红色文化旅游融合
发展共同体，同年，湘赣边区域合作县市
区接待游客1.2亿人次，实现红色旅游收
入1050亿元。

据悉，湘赣边红色文化旅游融合发
展创新区揭牌后，两省将进一步加强合
作，协同开发红色旅游产品、开展红色培
训和红色旅游扶贫，联合打造红色旅游
品牌，为湘赣旅游业联动发展探索新路
径、增添新动力。

强强联手探索红色旅游新突破

湘赣边红色文化旅游
融合发展创新区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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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熊远帆

11月14日，2020中国红色旅游
博览会主会场开幕式在长沙举行。作
为主办城市，长沙高效优质推进各项
承办工作，在力争把节会办成一次文
旅融合的高峰对话的同时，也向全国
展示长沙的城市形象。

来到红博会长沙展区，“山、水、
洲、城”的长沙特色成为主要设计元
素，构建起四位一体的独特景观。“看
万山红遍，层林尽染”，运用花草树木
等自然元素赋予展位生机，展现出长
沙的城市活力。

展区内，长沙9个区、县（市）共93
处红色旅游资源得到展示，其中伟人足
迹26处、名人故居22处、工农革命热土
26处、革命烈士纪念地19处。展区还分
别将黄兴故居、岳麓书院、秋收起义纪
念馆、宁乡石仑关、萧劲光故居、中共湘
区委员会旧址暨毛泽东杨开慧故居等

景点分别整合为民主革命之旅、伟人求
学之旅、工农运动之旅、社会研习之旅、
璀璨将星之旅、缅怀伟人之旅6大主题
红色旅游线路。

本次展会，长沙的文创产品也伴随
红色旅游一同亮相，为文旅融合赋能。

长沙展区，“红星小宝”和“小兵阿
荣”用两个自主创意红色动漫IP，诠释
红色故事。“红星小宝”以红军军帽上的
红星为原型，既是革命战士头上的信仰
之星，也是新一代接班人心中的赤子之
心；“小兵阿荣”则是表现出生在和平年
代的年青一代，对于军旅文化的向往，
是一种红色传承和情感寄托的形象化。
用他们的形象制作的文具、衣服、玩具
等产品，让孩子们在可爱的动漫形象中
接受红色文化的洗礼。

血战湘江、四渡赤水、爬雪山过
草地，炮声隆隆，烽火连天……作为
本次红博会最具科技感的展区，“无
限风光”互动体验展区人气爆棚。互

动体验区面积400平方米，就像走入
了长征的战场，让观众沉浸式体验战
争的紧张与艰苦。从二万五千里长征
的艰难困苦，到开国大典的震撼，“无
限风光”互动体验展区全景式、沉浸
式呈现中国革命的重要历史场景，让
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这个影片由长沙文创企业京辰数字
制作，现场负责人胡源松介绍，这样的沉
浸式数字影片，现在广泛运用于旅游景
点和文博场馆，增强游客体验感，为景点
带来科技与文化的双重体验。

在红色旅游展品展区，由湖南雷锋
纪念馆推出的雷锋文创吸引众多观众
驻足。据了解，通过研究设计开发，雷锋
文创现已推出品牌IP“雷小锋”“小锋同
学”，规划了渠道品牌“雷小锋的朋友
圈”文创小店，构建了完整的知识产权
体系，现已开发公务用品系列、学生用
品系列、旅游商品系列、城市礼品系列
和非遗工艺系列5大品类近百款产品。

长沙：新文创助推红色文旅融合

25个省市联合发布
《红色旅游创新发展长沙宣言》

看 ！这 一 片 红
——2020中国红色旅游博览会八大展区见闻

湖南日报11月14日讯（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刘哲）坚守文艺阵地，传承红色基
因。今晚，由湖南省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
创排的大型现代花鼓戏《桃花烟雨》在湖
南戏曲演出中心上演，拉开了湘赣戏曲优
秀剧目展演的帷幕，一批展现湘赣现代生
活新风貌的现实题材优秀剧目将轮番上
演。

作为2020中国红色旅游博览会的子
活动，本次展演集结了湖南、江西的5个优
秀戏曲文艺院团，将分“精准扶贫精品剧

目”“湘赣现代小戏”“湖湘经典小戏”3个
专场，为观众献上赣南采茶戏《打狗棒》、
昆曲《牡丹亭·寻梦》、祁剧《打棍出箱》、湘
剧《百花赠剑》等9部经典剧目。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展演演员阵容强
大，集结了湘赣两地老中青三代实力演员。
戏曲表演艺术家周回生、谢晓君、李左、王
亦文、黄涓涓、雷玲等，将携优秀青年演员
同台献演。

据悉，本次展演将持续至 11 月 16
日，观众可免费观看。

湘赣戏曲优秀剧目展演开幕

湖南日报11月14日讯（记者 孟姣燕）
今天，在长沙举行的2020中国红色旅游
博览会上，湘企研制的陶瓷国徽首发。陶
瓷国徽的研制成功，攻克了传统木质国徽
易风化褪色的难题。

陶瓷国徽由长沙大红陶瓷发展有
限责任公司研制，拥有 9 项国家发明专
利，其核心技术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
权。该公司负责人尹彦征介绍，长期以
来，我国的国徽一直是在木材、铝材、钢

材、玻璃钢等有机材料上涂刷红色、金
色油漆，油漆受日晒雨淋，容易风化褪
色剥落，维护更换成本较高。陶瓷国徽
采用高强度、高硬度、高抗热震性能的
硅酸盐陶瓷材料，在 1200℃以上高温
中多次烧成，能有效抵御恶劣天气、日
晒雨淋、严寒酷热、酸雨盐碱的侵蚀，永
不褪色，且安装便捷。

目前，陶瓷国徽有从高0.5米到3米
等十几种规格尺寸，可以订制生产。

陶瓷国徽在中国红博会首发
攻克传统木质国徽易风化褪色难题

红色电影周
请您免费看电影

湖南日报11月14日讯（记者 龙文
泱 通讯员 肖晓彦）今天，2020 中国红
色旅游博览会在长沙开幕。其子活动之
一的红色电影周正在火热进行。

据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介
绍，11 月 11 日至 17 日红色电影周举办
期间，潇湘国际影城长沙东塘店、阿波罗
店、天马店 3 家影城，将于每天上午 10
时排映1场红色经典电影，包括《半条棉
被》《十八洞村》《国歌》《袁隆平》《毛泽东
和他的儿子》等7部影片。观众可免费观
看。

传承红色基因
决战脱贫攻坚

2020中国红色旅游
博览会茶陵分会场开幕

湖南日报 11 月 14 日讯（记者
张咪 通讯员 罗育红 胡梦婕 阳童）

“那一段哎岁月浴血奋战，枪杆子打出第
一个工农兵的政权……”11月14日，伴
随着一曲《红色摇篮》，2020中国红色旅
游博览会茶陵分会场在茶陵县工农兵政
府旧址开幕。

此次活动以“传承红色基因·决战脱
贫攻坚”为主题，将集中展示茶陵红色文
化、宣传茶陵红色精神。活动包括开幕
式、红营马拉松赛、主题展览、旅游线路
踩线等。开幕式上，10余面约1米长的红
旗迎风飞舞，台下500 名观众手挥小红
旗，映红了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旧址。此
外，《红色烽火》《我从茶陵上井冈》等红
色歌舞表演获观众拍手称赞。

茶陵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六县之
一，湘赣革命根据地重点县、模范县，拥
有重要红色旅游资源 20 余处。其中，茶
陵县工农兵政府旧址是毛泽东同志亲手
缔造的中国第一个红色政权的诞生地，
被纳入“全国红色旅游第8条精品线路”
中的重要景点；湖口挽澜旧址是中共军
史上的第一次肃反地；列宁高级小学曾
为红军部队输送了大量人才，被列为国
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和茶陵县革命传统教
育基地。

依托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该县近
年来通过“研学融合、景区驱动、能人引
领”等模式，推进红色旅游与精准扶贫、
乡村振兴有机衔接，为该县实现全面小
康注入“新活力”。参加活动的茶陵县二
中高一学生肖莉莹说，现在，红色旅游很
流行，学校经常组织红色研学旅游活动，
让学生们铭记历史，激励学生好好学习，
长大成为一名对社会有用的人。

湖南日报 11 月 14 日讯（记者
张璇 通讯员 欧阳武力）红旗飘飘，彩
烟冲天。11月14日，2020中国红色旅
游博览会平江分会场开幕式在该县长
寿镇仙姑崖—红军营景区举行。节会以

“红动湘赣·脉连罗霄”为主题，以“1+
7”系列活动为载体，推进湘赣边区全国
红色旅游合作交流，传承红色基因，传
播红色文化，打造红色平江旅游品牌。

平江县位于湘、鄂、赣三省交界处，
发生“秋收起义”“三月扑城”“平江起义”

等重大历史事件，走出了52位共和国开
国将军，是全国四大将军县之一。平江
拥有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韶山—宁
乡—平江”是全国首批30条红色旅游1
号线路，平江起义旧址及纪念馆是全国
首批100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之一，还
有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纪念馆、中共平江
县委旧址等一批经典红色景区。

当天开幕式上，湘赣边党员干部培训
基地和湘赣边汨罗江流域文旅融合助推全
面小康联盟分别授牌。《平江怒潮》《致敬汨

罗江》《秋收起义》等多个歌舞、诗歌朗诵文
艺节目，为线上、线下观众呈现了一台以平
江起义为背景，具有浓郁平江特色的红色
情景歌舞演出，重温中国工农红军高举武
装斗争大旗奋勇前进的激荡岁月。

2020 中国红博会平江分会场
“1+7”系列活动，包括一个启动仪式
和七大主题活动。围绕红色旅游主
题，平江分会场将举办红跑、红拍、红
展、红旅、红歌、红培、红营等七大主
题活动，持续一个月时间。

2020中国红色旅游博览会平江分会场开幕

2020中国红色旅游
博览会长沙开幕

11月14日，观众在“半条被子”模型前拍照“打卡”。当天，2020
中国红色旅游博览会在长沙开幕，主会场湖南国际会展中心开设的

“江山多娇”全国展区、“芙蓉朝晖”湖南展区、“风景独好”江西展区
等展区，吸引大量观众逛展。 湖南日报记者 辜鹏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