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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散珠碎玉”串成“红色珍珠”

新圩是灌阳县的一个圩镇，距南面的县城
约 13 公里，距北面的湘江约 60 公里，距当
年中央红军西进前往湘江的最近点古岭头仅 5
公里。 1934 年 11 月 28 日凌晨，发生在灌阳
境内的新圩阻击战，打响了湘江战役的第一
枪。灌阳县委、县政府非常重视对红色遗迹遗
址的保护和修缮，多方筹资，对县内上百处红
色遗址加以保护。从 2012 年开始，灌阳积极
争取国家文物部门的支持，投入大量资金，以
旧修旧，对 67 处遗址进行了维护和修缮。

与灌阳相邻的全州，是湘江战役的主战
场，当年的战火横跨全州的两河、石塘、凤
凰、安和、才湾等 11 个乡镇。近年来，全州
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充分激发全社会力
量，发掘、保护以湘江战役为代表的红色文化
与资源，让长征精神永续光辉。经过一段时间
的走访、收集和整理，目前，全州已经汇编了
100 多个红军故事。其中，既有“青山有幸埋
忠骨”“悲壮的天坑红军殉难处”等红军浴血
奋战的故事，也有“唐德英打草鞋送红军”
“蒋受柏收葬红军遗体”这样反映军民鱼水情
深的事迹……

兴安县溶江镇文甲垌村是坐落于越城岭山
脉的一个偏远山村。 1934 年，由彭德怀率领
的中国工农红军三军团在该村驻扎了三天三
夜。为了再现当年朱德、彭德怀等红军领导人
指挥红军突破湘江战役的惨烈场景，让观众重
温历史经典，传承红军长征精神，兴安县老协

彩调队排练了《万万火急渡湘江》情景剧，展
现出当年红军将领的果敢决断和伟大情怀，观
众如同身临其境，受到深刻的思想启迪和革命
传统教育。

一直以来，桂北各县对红色资源的保护和
修缮工作从未停下脚步，把“散珠碎玉”串成
“红色珍珠”，其成果也在近年来集中显现。

在灌阳，红三、五军团指挥部旧址九如
堂，灌江渡口的红军亭，新圩阻击战陈列馆，
红军烈士殉难处——— 酒海井，红军救护所———
下立湾祠堂，杨柳井红五师指挥所，水车修睦
红三十四师红军无名烈士墓等共 17 处 43 个
单体被列入“湘江战役系列”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

全州计划以湘江战役遗址公园为核心，打
造两河、凤凰、安和、大西江 4 个分园区，
以战场遗址保护为重点，打造“湘桂古道红军
路”和湘江两岸红色文化精品项目，更加有效
地保护、传承红色基因和长征精神；

在兴安，建成了红军长征突破湘江战役纪
念公园、界首红军堂、华江红军楼等一批红色
教育基地；成立“红色文化研究会”，对红军
长征突破湘江战役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调查
研究；创办的刊物《兴安红色论坛》成为了传
承“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湘江
战役精神的载体；组织编写了图文并茂的红书
《红军长征过兴安》、报告文学《沿着红军过
湘江的足迹》等一批红色书籍……

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是对先烈

最好的纪念

资源县两水苗族乡塘洞村位于红军长征翻
越的老山界下。 1934 年冬天，红军长征经过
塘洞村时，陆定一在赵家祠堂写下了著名的
《老山界》一文，记下了红军长征点着竹火把
翻越老山界的情景，突显了红军不畏艰难、积
极乐观的精神。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村民利
用当地有利的地理环境和丰富的竹木资源，一
跃成为富裕村。如今，竹木产业不景气了，但
是村民发扬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继续发展生
态经济和开发旅游，寻找新的出路。

资源县以塘洞村生态自然景观和苗族风情
为依托，发展“红+绿”红色旅游产业，打造
集旅游观光、休闲度假、生态康养、爱国主义
教育于一体的“塘洞红色田园综合体”。
2018 年，该村以打造四星级乡村旅游区为契

机，修建了游客集散中心、生态停车场、 3
座旅游厕所和 5 座高品质民宿，完善了红色
旅游标识标牌等旅游基础设施。据了解，
2018 年，塘洞村接待游客超一万人次，不少
群众吃上了“旅游饭”，摘掉了“贫困帽”。

当年红军长征经过村里，发生了许多感人
故事，随着老一辈的相继离世，这些故事鲜有
人能记得清楚、说得明白，但红军“不怕苦、
不怕累”的精神至今仍感染着大家，为村里留
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苦不苦，想想长
征二万五。”村民们说，只有把自己的生产和
生活搞好，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才是对红军长
征和先烈们最好的纪念。

与塘洞村相似，兴安县华江瑶族乡高寨村
将红军长征留下的“红色”文化、猫儿山脚下
良好生态环境的“绿色”文化以及瑶乡鲜明民
族民俗的“原色”文化进行有机结合，积极打
造“红军村”。今年 6 月，该项目整体改造
的首批 10 户农家乐已经竣工，并开始迎接八
方游客。“未来将逐步扩展到 60 余户，全部
建成后同时接待游客可达上千人。”村支书潘
金生信心满满地说，届时将能带动更多村民脱
贫致富。

塘洞村和高寨村用实践证明了“利用红色
文化带动旅游发展，推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
兴”具有极强的可行性。如今，桂林的红色旅
游逐渐与山水旅游、绿色生态相融合，越来越
多的红色旅游景点被开发、面世，不仅在一定
程度上提升了桂林旅游的文化内涵，还弥补了
外地游客只知桂林山水、不知桂林红色文化的
缺陷。

龙胜结合当地的旅游特色，在全县修建一
条循环公路，将当年红军长征经过的 6 个乡
镇串起来。“这 6 个乡镇都是瑶、苗、侗等
少数民族比较集聚的区域，公路建成后，不仅
极大地改善了当地基础设施建设，游客可以更
加便捷地去到不同的乡镇，感受各民族的文化
和红色文化，还进一步丰富了龙胜的旅游项目
和内涵。”该县文化广电体育旅游局局长毛逸
人介绍说。

为弘扬长征精神，深度挖掘和合理利用灌
阳红色文化资源，灌阳编制了《灌阳县红色旅
游发展规划（ 2010 ～ 2020 年）》，确立将
灌阳红色旅游打造为集红色观光旅游、红色创
意体验、“重走红军长征路”徒步游为一体的
全国红色经典景区和革命传统、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的目标，确立灌阳红色旅游实施“三主开

发”模式，即以红军长征线路为主线，以湘江
战役之新圩阻击战为主题，以新圩阻击战陈列
馆、酒海井红军纪念园、杨柳井红五师指挥所
红色集散中心为主推，构建灌阳红色旅游发展
总体格局。

依托红色文化资源，全州着力实施红色教
育基地项目，全力打造集爱国主义教育、廉政
教育、瞻仰凭吊、文化研究等于一体的经典红
色旅游集中区，引导和鼓励当地贫困户兴办、
经营农家乐、民宿、休闲度假村等产业项目，
吸收贫困户到相应经营主体就业，推进精准扶
贫工作。同时，利用红色景点的辐射带动效
应，把全县各具特色的产业有机地贯穿于整个
旅游路线，重点打造了荷塘采莲、重走红军路
等有特色的景点。近 3 年来，该县依托乡村
旅游、生态农业等相关产业，累计实现了 49
个贫困村和 8338 户 29643 人脱贫摘帽。

“红色土地”孕育“红色品牌”，“红色
效应”激发“红色动力”，昔日血色土地正澎
湃着青春的气息，以长征精神为代表的红色文
化，引领着大家在新时代长征路上铿锵前行。

光荣传统不能丢 红色基因

不能变

在龙胜各族自治县乐江镇江口村，侗族群
众将一座刚落成的鼓楼命名为“江口红军鼓
楼”，以铭记那段曾经的峥嵘岁月。该村义务
红色讲解员韦永平说：“鼓楼是侗族的文化象
征。当年红军在我们这里驻扎过，也为我们侗
寨做了很多好事，所以我们希望每个侗族同胞
都不要忘本，永远跟党走。”在距江口村 27
公里外的平等镇龙坪侗寨，这里的“红军楼”
同样刻下了中央红军与侗族同胞鱼水情深的深
深烙印。 80 多年前的一场特务纵火案中，幸
得红军战士的帮助，大半个龙坪侗寨村才得以
保存下来。这一段历史让当地侗族同胞铭记至
今。

“光荣传统不能丢，丢了魂就丢了；红色
基因不能变，变了质就变了。”走访中，这一
观点成为大家的共识，各地也在用实际行动，
赋予长征精神更多实质，让长征精神得以永
续。

每年秋季，兴安县界首镇中心小学都要在
红军堂举行一项特色红色教育活动——— 少先队
入队仪式；而在兴安中学，徒步 20 公里的重

走长征路军训拉练，是每一名学子进入校门的
第一课；在红军长征突破湘江战役纪念公园，
追忆湘江战役那段惊心动魄的革命历史；诵读
“红色经典”书籍，重温中国共产党走过的红
色历程；到界首红军堂、华江红军楼等红色教
育基地，追寻先烈足迹，瞻仰革命遗址……兴
安不断创新教育方式方法，以红色文化滋养德
育教育，将红色基因厚植于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建设中，有效地拓展和创新了爱国主义革命传
统教育形式。

兴安县有关负责人说：“这些举措，充分
发挥了革命斗争遗迹遗址应有的‘存史、育
人’作用，体现了它应有的价值，同时也加深
了人们对这些红色遗迹遗址重要地位、作用的
认识，从而增强保护意识。”

灌阳在遗址遗迹上打造红色教育基地的做
法也得到了广泛的肯定与好评。

在灌阳境内，以新圩阻击战旧址、红三军
团指挥部“九如堂”、酒海井红军烈士陵园为
代表的红色文化，也成为了灌阳的“软实
力”。为进一步深入挖掘和充分利用丰富的红
色文化资源，筑牢红色教育基地，灌阳开设红
色教育系列课堂，走出一条红色文化与党员培
训相结合的特色教育路。

近年来，灌阳县委党校开设了一系列党性
教学精品特色课程，依托红色遗址遗迹和红色
党史，采取理论学习与实践体验相结合的方
式，增强“红色课堂”的感染力和吸引力。灌
阳县委党校副校长黄艳红告诉记者，“把教学
点建在红色遗址上，让越来越多的人能更好地
了解湘江战役这段历史，学习长征精神，坚定
理想信念，传承红色基因，永葆政治本色。”

据统计， 2018 年，灌阳县委党校共承办
了教学班 140 多期，培训党员干部 8000 多人
次。湖南、广东等区外党校也慕名前来考察、
调研，灌阳红色教育基地的影响力与知名度不
断增强。黄艳红表示，下一步，灌阳将不断改
进教学方式方法，规范管理好红色教学旅游景
点，加快红色解说员队伍的培养。“力争把灌
阳县红色教学基地打造成全区乃至全国都有影
响力的红色教育基地。”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梦想，一代人有一代
人的使命。”把红色资源保护好、红色文化利
用好、红色基因传承好，让长征精神薪火相
传、血脉永续，桂北大地正在续写发展的新篇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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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年前，发生在桂北大地

上的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中

最壮烈、最关键的一仗，也是

关系到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重

大转折；85 年后，这场战役留

下的遗址群，仍在述说着红军

浴血奋战的悲壮史诗，成为了

伟大的长征精神最集中的载体

和展示地。

红色资源不仅是一种文化

旅游资源，更是一种教育资

源，其中所蕴含的革命精神与

力量，能够对后人起到鼓舞和

激励作用。因此，保护利用红

色资源，传承弘扬红色文化，

既是各地发展旅游产业的重要

渠道，也是不忘“初心”，让

红色精神永续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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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
红军宣传局
长征驻地旧
址——— 资源
县塘洞村赵
氏宗祠，现
已成为自治
区级重点文
物 保 护 单
位。

现在的资源县城。（资料图片）

▲修缮后的全州大坪渡口，成为不少影视作品的取景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