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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中国红色旅游博览会：24省市经典旅游景区集中呈现，今天还可以免费观展

VR互动沉浸式体验红军长征历史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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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 毛泽东来到铜
鼓，领导和发动了著名的秋收
起义，并在此留下了一段‘一
脚踏两省，四圆定乾坤’的传
奇故事……”11月14日， 在江
西省宜昌馆，秋收起义铜鼓纪
念馆讲解员谢灵燕正在向前
来重温红色记忆的游客们介
绍着展馆的情况。

“我们展馆有红色文化展
示区、 袁州版画非遗展示区、
商品展示区、 互动直播区等。
今天人气还是挺高的，不少的
扶贫产品和红色特色产品也

销售火爆。”谢灵燕说。
在“稻菽千重”红色旅游

产品展区，河南省级非遗传承
人马电坤展示的“吹糖人”技
艺， 使得围观者络绎不绝。这
是他第二次来湖南参展。

“去年来长沙参展过一乡
一品国际商品博览会。 湖南人
民特别热情， 湖南的辣椒炒肉
也很好吃， 以后有机会一定还
要来湖南参展、游玩。”马电坤
说，他的“糖人”在这次红博会
上很受欢迎，“昨天（14日）卖出
了100多个，收入近2000元。”

25个省市
联合发布《宣言》

在11月14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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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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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瓷国徽首发
永不褪色

在长沙举行的2020中国红色
旅游博览会上， 由长沙大红陶瓷
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研制的陶瓷国
徽首次公开亮相。

该陶瓷国徽采用高强度、高
硬度、 高抗热抗震性能的硅酸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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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核心
技术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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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山如此多娇”红色
交响音乐会长沙奏响

11月14日晚， 作为2020中国
红色旅游博览会系列活动之一的
“江山如此多娇” 红色交响音乐
会，在长沙音乐厅举行。

音乐会在一首恢弘而深情
的交响合唱《红旗颂》中拉开帷
幕。 作为2020中国红色旅游博览
会重要子活动，本场红色交响音
乐会由“江山如此多娇”（全国
篇）、“风景这边独好”（江西篇）、
“芙蓉国里尽朝晖”（湖南篇）、
“还看今朝”（未来篇）4个篇章组
成， 共上演了13首交响合唱、民
歌、音诗画、二胡协奏曲、湘剧等
作品。

本报11月15日讯 城步苗
族自治县金兴村新建的200余亩
荷塘，带动农民走上乡村旅游脱
贫之路；百年传统洗泥节惊艳亮
相，让江永县勾蓝瑶村蜕变为国
家AAA级景区……

昨日， 元气森林守护美丽乡
村摄影展在长沙谢子龙影像艺术
馆开幕。据三湘都市报记者了解，
即日起至11月20日，市民可前往
二楼1展厅进行免费观展。据主办
方介绍， 现场展出的52幅摄影作

品，均是在美丽乡村实地拍摄，真
实展现出乡村脱贫后人民的美好
生活面貌。

每按下一次快门，便是一种
情感的“定格”。“今年，我们发起
了助力乡村振兴公益行动，对湖
南、广西、四川等地10个美丽乡
村进行针对性捐赠。” 元气森林
公益项目负责人介绍， 在湖南，
品牌在十八洞村建设非遗展示
馆，并为勾蓝瑶村的瑶族村民捐
赠了民族服饰。 ■记者 黄亚苹

本报11月15日讯 今
天，由人社部全国人才流动
中心发起、长沙市人社局主
办、长沙市人力资源公共服
务中心承办的第八届大中
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
长沙站巡回招聘会在长沙
人才市场拉开帷幕。

招聘会上， 来自安徽、
河南、辽宁、浙江、湖北、湖南
等省份的国有企业、高等院
校共136家企事业单位，提
供包括会计、电气、人事等
634个招聘职位， 需求人数
高达8467人。优质岗位吸引
了湖南师范大学、中南林业
科技大学、湖南工商大学等
高等院校的一千多名毕业
生现场求职。据统计，当天
共有733人提交简历，262人
初步达成就业意向。

据了解，第八届大中城
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专
场活动于今年9月启动，以
“城市联动，精准服务”为主
题，整合全国公共就业人才
服务机构资源，为高校毕业
生求职择业和用人单位招
聘人才提供精准就业服务，
全国31个省（市、区）及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参加。活动期
间， 各地举办不少于800场
现场招聘会， 其中在北京、
吉林、河南、昆明、西安、长沙
等21个站点举办了25场综
合性或行业性跨区域巡回
招聘会。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梁露 实习生 龚正伟

“守护美丽乡村”摄影展在长开幕
市民可前往免费观展

全国24个省市经典红色旅游景区集中呈现，VR技术再
现红色历史场景，珍贵红色文物纷纷亮相，红色文创产品、地
方特色产品优惠展销， 百余部经典红色文艺作品系统展示
……11月14日，以“红色土地·全面小康”为主题的2020中
国红色旅游博览会(下称：红博会)在长沙主会场拉开帷幕
后，精彩纷呈的红色文旅项目，引来众多市民
观展、打卡。 ■记者 丁鹏志 实习生 廖静旋

本届红博会由湖南、江西
两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红博
会由主会场三个主体活动、五
个系列活动和六个分会场活
动组成。主体活动有红博会开
幕式、红博会展览、“爱上红土
地”红色旅游扶贫创新发展论
坛暨2020湘赣红色旅游推介
会等。其中，红博会展览分为
线下和线上两种形式，线下展
区在湖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展览时间为11月14日至16日，
市民可免费观展。

本次红博会展览分八个
展区，分别是“江山多娇”全国
展区、“芙蓉朝晖” 湖南展区、
“风景独好”江西展区、“极目楚
天”湖北展区、“峥嵘岁月”红色
出版影像展区、“红旗如画”红
色文物展区、“稻菽千重” 红色
旅游产品展区和“无限风光”
VR互动体验展区等，看这些展
区的名字就知道， 这是从毛主
席诗词中获得的灵感。

“江山多娇”全国展区，由
24个中国红色旅游推广联盟

省市组成，以时间为轴、空间
为面，将有代表性的红色历史
事件和24省市红色旅游景点
串联，通过微缩景观、图文介
绍和各种声光电手段展示。

“芙蓉朝晖”湖南展区，共
分为序厅和红色经典、 红色
热土、 红色传承3个篇章。整
个展厅像一轴徐徐打开的画
卷， 通过多张照片对湖南28
处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和
分布三湘四水的革命遗址遗
迹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进行
集中展示。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本次
红博会最具有科技感的展区，
“无限风光” 互动体验展区不
能不体验。 该区设置了VR观
众互动体验区，可让观众沉浸
式体验“红色旅游+科技”的独
特魅力。从瑞金出发到血战湘
江、遵义会师，再到飞夺泸定
桥，在“无限风光”互动体验展
区，四折幕沉浸式体验影院再
现红军长征历史场景，带来别
样视听震撼。

“红色旅游， 我爱中国。”
11月14日上午，长沙市民李红
霞与一帮姐妹们专程来到红
博会观展，打卡各个展馆。

张家界桑植的连先生，本
来周末准备带小孩去隔壁海洋
世界玩的， 看到附近有红色旅
游展览后，就带着5岁的女儿先
来到了红博会现场观展。“我们
老家桑植也是红色旅游胜地，
也经常带女儿去贺龙故居。但

这次的红博会有全国的红色旅
游展览在这，是个很好的机会。
带她来感受一下更多的红色文
化，了解革命先辈们的智慧，以
及美好生活的不易。”

此外， 除了自行前来观展
的游客外， 还有组团来观展的
团队。11月15日，长沙市开福区
伍家岭街道办事处也组团来看
红博会，他们一行20余人，其中
最大的66岁，最小的6岁。

大中城市联合招聘
长沙站拉开帷幕
262人现场找到
准“东家”

11月15日，2020中国红色旅游博览会上，一名小
游客在国旗下敬礼。 记者 丁鹏志 摄

11 月 15 日 ，
2020中国红色旅游
博览会上，河南省级
非遗传承人马电坤
的“吹糖”技艺让观
展市民惊叹不已。

记者 丁鹏志 摄

新闻延伸

现场连线

展馆 八大展区名字分别来自毛泽东诗词

游客 带小孩感受红色文化，街道组团观展

展位 人气火爆，特色产品热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