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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的阳光照亮了三湘大地，处处鲜花盛开。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是英雄的鲜血，染红了被阴霾笼罩的土地。 是前仆后继

的共产党员的执着和勇敢，指引我们冲破黑暗，走向光明！
今天，让我们齐聚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旧址，参加由国家旅游局、湖南省人民

政府主办的 2012 年中国(湖南)红色旅游文化节开幕式，为幸福的生活欢笑，起
舞，歌唱！

让我们赞美党在万难中建立起中国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
政府，为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让我们赞美党带领我们完成中华民族
复兴的使命，迈向像花儿般幸福的今天和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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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五月，品味红色湖南

建政·见证

全省接待红色旅游游客 4042.4 万人
次，同比增长 24%，实现红色旅游综合收入
227.78 亿元，同比增长 22%。

韶山、岳麓山—橘子洲两家旅游区成
功创建国家 5A 景区。 目前，全省红色旅游
区（点）中，有国家 4A 级景区 10 家，3A 级
景区 11 家，2A 级景区 4 家。

炎陵红军标语博物馆落成并试开放；
平江县打造了中国首家红色情境体验式培
训基地石牛寨拓展训练基地； 我省首个红
色文化旅游集团———韶山红色文化旅游集
团在湘潭成立； 全面修缮修复通道转兵旧
址、会同粟裕故居、林伯渠故居、唐群英故
居、宋教仁故居、秋瑾故居；发行了中国红
色旅游第一卡———湖南红卡， 制作了湖南
红色旅游地图，打造了《日出韶山》演艺节
目；举办了“红色景区迎接建党 90 周年活
动月”、“红色记忆———湖南革命纪念地油
画写生展”、“穿越湘鄂赣， 重返根据地”等
大型活动；举办了 2011 年中国（湖南）红色
旅游文化节。

2011 年湖南红色旅游成绩单

声 音

★红太阳之旅
主要景点：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

故居及纪念馆。

★毛泽东成长之旅
主要景点： 毛泽东故居、 南岸私

塾、毛泽东小道、东山书院、宽裕米行、
窑湾码头 、湖南第一师范 、岳麓山 、橘
子洲头。

★红色根据地之旅
主要景点：A 线： 浏阳秋收起义会

师旧址及纪念馆、茶陵工农兵政府旧址
及红军村（红军标语墙）、炎陵红军标语
博物馆、洣泉书院；B 线：贺龙故居及纪
念馆、 红二方面军长征出发地旧址、湘
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旧址及纪念馆。

★红色风暴之旅
主要景点：毛泽东、彭德怀、杨开慧

故居及纪念馆，秋收起义、平江起义旧
址及纪念馆，湘鄂赣革命纪念馆。

小贴士： 可结合湘北文化旅游线
（汨罗屈子祠—张谷英村—岳阳楼）、湘
南生态休闲旅游线 （岳麓山—南岳衡
山—郴州莽山、东江湖）。

★探访长征足迹游
主要景点： 贺龙故居及纪念馆、红

二方面军长征出发旧址、 红军路·金鞭
溪、红军村·苦竹寨、湘鄂川黔革命根据
地旧址及纪念馆、“通道转兵”会议旧址
（恭城书院）、南山景区（老山界、高山红
哨、共青城）。

★湖湘名人故里游
主要景点 ：毛泽东 、刘少奇 、彭德

怀、胡耀邦、粟裕、罗荣桓、李达故居及
纪念馆，黄兴 、陈赓 、谭政 、蔡锷 、向警
予 、滕代远 、夏明翰故居 ，蔡和森纪念
馆、陶铸故居及陈列馆。

★缅怀巾帼英烈游
主要景点： 杨开慧故居及纪念馆、

中共湘区委员会旧址（清水塘）、湖南烈
士纪念塔、韶山烈士陵园、毛泽建烈士
陵园，向警予、秋瑾故居。

★三湘抗战文化之旅
主要景点：A 线：岳麓山风景区、湖

南烈士纪念塔、 塘田战时讲学院旧址、
湘西会战遗址及阵亡将士陵园、芷江受
降旧址及纪念馆；B 线：岳麓山、湖南烈
士纪念塔、“厂窖惨案”纪念馆及遇难同
胞纪念碑、 常德会战阵亡将士纪念碑；
C 线：岳麓山、湖南烈士纪念塔、南岳衡
山忠烈祠、衡阳保卫战纪念馆。

链 接

经典线路，品味红色湖南

洣水之滨的红色记忆

听见了吗?爆竹声响个不停，它和从四
面八方赶来的百姓的脚步声一起， 发出震
天动地的声响， 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
祖国大声呐喊： 中国人民要自己当家做主
人！

看见了吗？四处跳跃的火星点儿仿佛黑
夜中闪烁的星光，它映照着穷苦农民、工人
的脸庞，为这一张张黝黑、质朴的脸添上一
抹希望的亮色，为他们日夜劳作的疲惫身躯
注入自由的力量！

85 年前的 1927 年，茶陵的冬天依旧寒
冷。可是春天已然近了。11 月 18 日，借着 10
月底“一打茶陵城”的余威，工农兵军队再
次发力，占领了茶陵县城。

攻城不易，守城更难。 换汤不换药的县
衙门式的旧式作风是使不得的， 那只会让
百姓再次失望。 党代表宛希先按照毛泽东
的指示，经过民主酝酿，选出了工人代表谭
震林、士兵代表陈士榘、农民代表李炳荣，
组成新政府常委， 谭震林任主席。 11 月 28
日，茶陵县工农兵政府召开成立大会，中国
第一个红色政权终于诞生了！

多么令人欣喜！ 这个自南宋以来就有
的青瓦灰墙的院落，一直是古时的衙门。 千
百年来，茶陵的百姓不知来过这里多少次。
但如今，这是属于他们的政府！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红色政权、中央
苏区革命根据地的红色政权、 乃至今天的
中南海国务院都是从洣水之滨的小屋里
（现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旧址）走出来的。 ”中
央电视台在其摄制的《井冈山》特别节目中
这样阐述茶陵县工农兵政府在中国革命史
上的重要位置。

洣水悠悠流淌， 在茶陵县城关镇前进
村，对照今日的幸福生活，展现在你眼前的
这段红色记忆历久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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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透历史的红色激情

罗霄山脉中段，湘赣交界处，湖南省
的茶陵、 酃县 （今炎陵）， 江西省的宁冈
（2000 年取消行政级别，统一纳入井冈山
市管辖）、永新、莲花、遂川紧紧相依。它们
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六县”之名，成为中
国革命浩瀚历史星空上闪亮的星团。

多年前，茶陵县工农兵政府的成立，
奏响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的序曲 。
如今， 茶陵热切地牵起其他五位兄弟的
手，共同签署《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六县红
色旅游合作协议》，让井冈山的红色激情
以整体的强大力量穿透历史， 直击世人
的心灵。

在炎陵县，朱德、毛泽东进行了历史
性的第一次会面，从此，“朱、毛”二字和人
民军队、中国革命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
起。 这里还是全国保存红军标语数量最
多、最完好的地区。

龙江书院、八角楼、象山庵、会师桥、
会师广场、步云山……在井冈山革命斗争
的主要区域———宁冈县，中央红军在井冈
山革命斗争活动的全部历史尽现。

永新县三湾村的红枫古樟，依然叶茂
枝繁，树下，人们的革命激情比枫叶还火
热。 著名的“三湾改编”、中国第一个土地
法《井冈山土地法》的制订……毛主席带
领战士一起修好的红双井仍在，他与贺子
珍的爱情也在这树下生根发芽。

莲花县莲花一枝枪纪念馆内， 曾经，
方志敏为了心中“可爱的中国”辛勤地忙
碌， 贺国庆强忍着父亲被敌人活活烧死、
家破人亡的悲痛，让唯一一支没被敌人收
缴的枪始终握在人民手中。

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旧址、遂川联席会
议旧址、 邱家厦所———毛泽东同志旧居
……全境都在“五百里大井冈”内的遂宁
县，到处都是红色的足迹。

如今，“井冈山” 的红色回忆不再是
六块记忆碎片。 身处任一个县，你就可以
了解到其他五个县的景点优惠信息 、酒
店折扣信息，参加六县共同举办的活动。
六地连心的红色激情，可以穿透历史，跨
越地域。

六县牵手

浸润三湘的红色幸福

第七届红色旅游文化节开幕的前一天，
长沙橘子洲头已经热闹起来了。 一百对参加
红色集体婚礼的新人头戴红军帽、身穿红军
装、脚踩红军鞋，喜气洋洋。 他们与参加“四
方游客聚茶陵，千车万人游苏区”自驾游活
动的旅客齐聚橘子洲，在巨大的青年毛泽东
雕像的注视下，跨过湘江，向茶陵进发。

85 年前， 察觉到攻占茶陵部队的团长
陈皓意欲叛变， 毛泽东心急如焚：“如果失
去这个团，我们就失去了一切！ ”他不顾个
人安危，从宁冈火速赶往茶陵。

2012 年 5 月 29 日，由春入夏，气候宜
人。 新人们和自驾游爱好者乘坐汽车，在平
坦快速的长潭西高速公路上飞驰， 心情和
天气一样好。 三个小时后，他们就可以到达
目的地。

1927 年 12 月 25 日，寒冬。 毛泽东一行
历经跋涉， 到达茶陵城一水之隔的中瑶村
时已是漆黑一片。 他嘱咐赤卫队长打探城
内消息，分派随行人员值班，自己和陈伯钧
值末班岗到拂晓，全然不觉自己的 34 岁生
日已经到来。

红地毯、红花、红气球把茶陵县工农兵政
府旧址装点得十分喜庆。 在众人的见证和祝
福中，一百对新人喜结连理，同游云阳山，互
赠信物，挂同心锁，拓爱心印，齐声唱响“没有
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动人旋律。他们与自
驾游爱好者一起， 品尝湘菜之源———茶陵有
名的祖庵家菜，欢欢喜喜驶向井冈山。

茶陵南面大墟湖口， 正当陈皓强令部
队南撤，意欲投靠国民党的危急关头，毛泽
东终于赶到。 湖口挽澜，化解了“新生的幼
年红军所遭遇的一场极端严重的危机。 ”

幸福啊， 就是在革命先辈一次次的舍
己为人、 奋力拼搏中， 一点点降临三湘大
地，乃至全中国的。

将军群像 肖津汉 摄 重温誓言 郑安戈 摄

5 月 30 日，2012 年中国（湖南）红色旅游文化节开幕式在中国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旧址举行。
李晓英 摄

茶陵县烈士陵园 肖津汉 摄

云阳山南岳宫 葛力 摄

茶陵烈士浮雕墙 李晓英 摄

红色旅游

文﹨本报记者 龙文泱

苏维埃政府旧址 葛力 摄

列宁小学 秦世平 摄

云阳山上的紫薇峰 罗铭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