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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
“火车向着韶山跑”

“毛主席呀毛主席，您的教导永记牢，火
车向着韶山跑， 越近韶山歌越响……”40 年
前的这首歌《火车向着韶山跑》，仍回荡在耳
畔，仿佛是记忆深处传来的呼唤，说出了全国
各族人民对韶山的神往。

上世纪 70 年代初，长沙的青年人，都是
骑单车花上大半天时间去韶山“瞻仰”。后来，
为满足全国各地络绎不绝来韶山参观的群
众， 修通了从长沙直达韶山的铁路。 火车通
了，从长沙到韶山，个把钟头就到了。

“火车向着韶山跑”是今年中国（湖南）红
色旅游文化节的重头戏，在 3 月份就已启动，
30辆红色旅游专列满载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游
客到韶山，把韶山的美丽容颜带到世人眼前。

如今到韶山更便捷了， 从长沙到韶山走
高速只需 45 分钟。韶山高速、长韶娄高速、沪
昆高铁站以及规划中的长株潭外环高速，形
成合理的对外交通连接。 正在进行的核心景
区外环公路、 农村公路通组通户工程将更加
方便游客进出韶山。

回首再看曾经落寞贫穷的韶山冲， 通过
一代代韶山人辛勤汗水的浇灌， 如今已焕然
一新，处处鲜花盛开，田园牧歌。

去韶山看看， 看看毛主席的家乡变得咋
样了？ 一场由韶山发起，联合全国旅行社协会
成员单位、全国老年旅游联盟等多家单位共同
发展的大型红色主题游活动在全国展开。 除
了火车专列还开通了旅游专机。 奥凯航空启
动两架喷上“锦绣潇湘 快乐湖南号”、“锦绣潇
湘 幸福韶山号”字样的飞机，将从湖南飞向全
国乃至全世界，传播“锦绣潇湘、快乐湖南”的
湖南旅游新形象，传播新韶山的新魅力。

情谊
“三百”企业共建韶山

2013 年 10 月 1 日，清晨，湘潭韶山，毛
泽东广场。青松翠柏前，毛泽东铜像沐浴着朝
阳，迎风屹立。

人们不会忘记， 是他，1949 年 10 月 1
日，站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
布：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是
他， 为新中国的解放， 牺牲了自己的六位亲
人。 今天，我们要把韶山建设得更美好，更幸
福。

今天，全国百家知名旅游企业、百家知名
商会负责人、百位青年企业家群策群力，延续
他奋勇不息的精神，共建美丽韶山。

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他们来自大江南北，
怀着对毛主席的情感、怀着对韶山的情意，带
着项目和资金而来。 美丽蓝图，跃然于纸。 他
们将依托韶山的旅游资源， 发展韶山旅游产
业以及高端的文化旅游产业。 在红色旅游文
化节开幕式上， 将有 10 个大型项目签约:深
圳市中金国瑞集团投资玫瑰园项目； 九城集
团建设通用航空机场项目； 湖南省劳动模范
苏泉投资建设村官培训中心； 湖南粮食集团
投资韶山银田现代农业示范园项目； 汇弘实
业有限公司投资建设 100 万头生猪屠宰深
加工项目； 广东真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与湖
南长盛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合作建设年产 3 万
吨肉制品深加工项目； 湖南双通通信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投资建设数据结算中心和软件研
发中心项目； 湖南坤盛实业有限公司投资物
资、环保产品的生产与销售项目；湖南晟宏新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年产 300 万米双金
属带锯项目； 湘潭华进科技有限公司投资高
精制管设备及特种模具制品研发、制造项目。

之旅
激情重走伟人路

在 2013 年中国（湖南）红色旅游文化节
开幕式的前一天，将有来自全国 20 个城市全
国自驾车协会、自驾车旅游协会的队员，怀着
同一份梦想，向着同一个方向，汇聚韶山。

他们将从北京出发，途径河北、河南、湖
北，抵达韶山，当韶山的“红与绿”映入眼帘，
他们定会惊叹起来：韶山越来越美了！ 你看，
毛泽东纪念馆旁， 新建的毛泽东遗物馆古色
古香；新修的核心景区北绕行公路宽敞整洁，
从毛泽东故居到滴水洞绿意盎然； 在故居旁
与滴水洞前， 有漂亮的生态停车场以崭新的
面貌迎接八方游客……

故居、毛泽东广场、纪念园、滴水洞、韶
峰、东山书院、昭山、岳麓山、橘子洲、湖南第
一师范……一路上，每一处，都有毛泽东和这
片土地的故事。 从毛泽东诞生的江南一担柴
式的故居，到收藏着毛主席生前 6536 件物品
的遗物馆，再到毛泽东第一次走出韶山冲，第
一次接受新式教育的东山书院， 再到他曾独
立寒秋，写下“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等豪迈
诗句的的橘子洲……从韶山到湘乡至湘潭再
到长沙，重走毛泽东的成长之路，你会探寻到
当年“石三伢子”成为一代伟人的传奇历程。

信仰
少年宣誓“红旗下，我成长”

千朵彩云托起了红旗，高扬信念，庄严

美丽；万道霞光晖映着红旗，振奋人心，激荡
大地。

一面旗帜， 传承的是红色精神， 一面旗
帜，承载着殷切的期望。

本届红色旅游节以毛主席诗词诵读大
赛、重走主席成长之路、励志拓展训练营等形
式，在全省大中专学校开展“红旗下，我成长”
大型励志活动。招募青少年学子，宣传推广湖
南的红色旅游，激励青少年成长。在活动启动
仪式上，200 张青春洋溢的笑脸将仰望着红
旗，在毛泽东广场上庄严宣誓，高呼理想，展
望未来。

少年兴则中国兴，少年强则中国强。在实
现伟大的中华民族复兴之梦的今天， 青少年
是民族的希望。

在韶山，红是主旋律、主色调。 每当一次
次吟诵起那些耳熟能详的毛主席诗词， 唱响
红色歌曲，或奔放，或豪迈，或荡气回肠，或悲
壮，一字一句回响在耳旁，在心间，在脑海。这
是红的真谛，是文化与精神的交织。

在这里，绣红旗、唱红歌、诵诗词、看红
片、购红品；在这里，毛主席诗词人人张口就
来，伟人生平故事人人如数家珍；在这里，青
砖黛瓦间、楼廊阁板间，主席诗词或伟人生平
介绍耐人寻味……

当第一缕秋风吹拂过大地， 在那一片青
山悠悠、苍松翠叶中，韶山的稻子黄了，韶山
的桂花香了。

情系韶山，心仰伟人。 多少人流连忘返，
多少人几度重来！

2012 年湖南红色旅游成绩单

全省红色旅游景点接待旅游者
5053 万人次， 实现红色旅游综合收入
280.16 亿元， 与 2011 年同比分别增长
25%和 23%。

提质升级了胡耀邦故里、杨开慧故
居、秋瑾故居、茶陵工农兵政府纪念馆、
罗荣桓元帅故居、平江起义旧址、任弼
时纪念馆、林伯渠故居等一批红色旅游
景区（点）。

湘乡东山书院旅游区、桑植贺龙纪
念馆两家红色旅游景区（点）成功晋级
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 韶山市继 2011 年
度成功创建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后，进
一步围绕旅游目的地服务体系打造，启
动了旅游服务中心建设，建成了华润希
望小学，一批新的项目前期工作进展顺
利，有望通过几年的努力，建设成一个
集教育和休闲、会展为一体，功能较完
善的旅游服务型城市。

2013年湖南省红色旅游发展目标

力争全年全省主要红色旅游区
（点）接待国内外旅游者 6000 万人次以
上，同比增长 20%以上 ；实现红色旅游
综合收入 350 亿元人民币以上，同比增
长 20%以上。

重点打造红太阳之旅、红色风暴之
旅、重上井冈山之旅、探访长征足迹游、
缅怀巾帼英烈之旅等 5 条红色旅游精
品线路。 加快创建优秀红色旅游目的
地。 积极支持浏阳胡耀邦同志故居、郴
州湘南起义汝城会议旧址、益阳三湘巨
变第一村等申报全国红色经典景区工
作。 在已有韶山旅游区、岳麓山·橘子洲
旅游区两个 5A 级旅游景区的基础上，
力争把宁乡刘少奇故里打造成 5A 级景
区，同时争创 4A 级旅游景区 2 个以上。

链 接

8
2013 年 10 月 24 日 星期四

建设旅游强省，全力打造湖南旅游经济升级版 节庆篇③

锦绣潇湘 快乐湖南

1893 年， 一代伟人毛泽东在这里
诞生，成长为新中国的领袖，带领中国
人民实现了当家作主的梦。 2013年，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神州
大地美丽绽放，成了你的梦，我的梦。

2013 年 12 月 26 日， 毛主席诞辰
120 周年。 梦绕东方红，这是穿越时代
的记忆，哪怕沧海桑田，化不开，冲不
淡。 思念韶山冲， 这是跨域万里的情
感，无论五湖四海，剪不断，挡不住。

10 月 29 日， 由湖南省委宣传部、
湖南省旅游局主办的 2013 年中国 (湖
南) 红色旅游文化节将在韶山毛泽东
广场盛大启幕。 一趟趟火车专列、一架
架包机、一队队自驾车，从四面八方汇
聚到湖南韶山。

美丽中国梦，相约韶山行。 让我们
在红太阳升起的地方， 赴一场圆梦之
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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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山毛泽东广场红旗招展。

韶山毛泽东同志故居。 李定胜 摄

青少年在韶山探寻毛泽东成长故事。

青年毛泽东登过的昭山。

韶峰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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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山毛泽东诗词碑林。

火车向着韶山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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