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讲好红色故事
用好红色资源
2020中国红色旅游博览会在长开幕

许达哲、王晓峰讲话，乌兰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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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2020中国红色旅游博览会在长开幕相关报道

红博会开幕

本报长沙讯 11月 14日上午，以
“红色土地·全面小康”为主题的 2020
中国红色旅游博览会在长沙开幕。
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在开幕式上
讲话。

文化和旅游部党组成员王晓峰讲
话，省委副书记乌兰致辞，江西省委常
委、常务副省长殷美根讲话。江西省
领导施小琳，省领导冯毅、王柯敏、谢
卫江、戴道晋出席。省委常委、省委宣
传部部长张宏森主持。省政府秘书长
王群出席。

许达哲说，湖南是红色热土、伟人
故里，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重
要策源地。进入新时代，湖南把红色
旅游发展放到突出重要位置，取得了
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综合效益。我
们将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
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南重要讲话
精神，讲好红色故事，用好红色资源，
努力把红色旅游打造成为陶冶革命情
操、健康精神世界的重要阵地，打造成
为发展全域旅游、促进文旅融合的重
要载体，打造成为巩固脱贫成果、助力
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打造成为政治
工程、文化工程、富民工程、民心工程，

用实干实绩回报这片神奇的红色土
地。诚挚邀请大家细细品味湖湘山水
之韵、人文之盛，相信红色故事给予的
灵魂洗礼，革命传统富含的巨大动力，
山水人文带来的深刻启迪，一定会给
大家留下美好记忆。

王晓峰说，湖南、江西都是红色旅
游资源大省，红色基因深厚。红博会
的举办必将为两省旅游业融合发展、
联动发展提供新动力。文化和旅游部
将一如既往支持湖南、江西开展红色
旅游工作，联合相关部门支持两省打
造“罗霄山红色旅游区”，指导实施罗
霄山红色旅游发展总体规划，支持两
省联合开展红色旅游活动，支持两省
成为我国红色旅游创新发展、融合发
展的重要区域。

乌兰说，近年来，湖南充分挖掘红
色资源，精心打造精品红色线路，大力
推动红色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今
年，全省克服疫情影响，推动红色旅游
复苏升温，取得了超预期成效。湖南、
江西山水相连、人缘相亲，有着深厚的

“表亲”情谊。让我们携手合作，共同
把红博会打造成更具活力、更富魅力
的红色旅游重要平台，为赋能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贡献
红色力量。

殷美根说，近年来，江西按照习近平
总书记考察江西时提出的“推进红色基
因传承”的要求，坚持规划引领、寓教于
游、融合创新、开放发展、合作共赢，全
力推动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本届红
博会的成功举办，必将有力提振旅游市
场信心、有序提升湘赣两地红色旅游整
体功能水平、有效展示红色文化。愿与
湖南一道，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
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弘扬中
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

开幕式上，发布了《红色旅游创新
发展长沙宣言》，举行了湘赣边红色文
化旅游融合发展创新区揭牌仪式。

本届红博会还将举行红色旅游发
展论坛暨2020湘赣红色旅游推介会等
6个系列活动。除主会场外，设长沙浏
阳市、郴州汝城县、岳阳平江县、株洲
茶陵县、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永州道
县6个分会场。

开幕式前，许达哲与参会嘉宾参
观了红博会展览。
湖南日报记者刘笑雪 孟姣燕 龙文泱

湖南江西
红色资源强强联手

11月14日，在2020中国红色旅游博览
会（以下简称“红博会”）开幕式上，江西省
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施小琳，湖南省人
民政府副省长谢卫江共同为湘赣边红色文
化旅游融合发展创新区揭牌。

本届红博会由湖南、江西两省共同举
办，不仅是两省促进红色旅游融合发展的
良好延续，更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
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重要指示精神的一
次生动实践，是巩固红色旅游扶贫、助推乡
村振兴战略的一个重要举措。

未来，两地将协力开发红色旅游产品、
开展红色培训和红色旅游扶贫、打造红色
旅游品牌，为湖南、江西两省旅游业融合发
展、联动发展提供新动力，探索出一条区域
联动发展的新路径。

记者朱清

推动红色旅游与多种业态有机融合
《红色旅游创新发展长沙宣言》发布

本报长沙讯 11月 14日，在 2020
中国红色旅游博览会开幕式上，长沙
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建新宣读《红色旅
游创新发展长沙宣言》，为进一步推动
红色旅游创新发展指明方向。

《红色旅游创新发展长沙宣言》全
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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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朱清

半条被子到一张借据的红色记忆
本报郴州讯 “半条被子”军爱民，“一张借

据”民拥军。11月 14日上午 9时，2020中国红色
旅游博览会汝城分会场开幕式在延寿瑶族乡官
亨村隆重举行。省市相关领导嘉宾、红色革命后
代代表、周边市县代表和当地干部群众等共1000
余人参加开幕式。

11月 14日至 16日，湖南省人民政府与江西
省人民政府在长沙联合举办 2020中国红色旅游
博览会，主题为“红色土地·全面小康”，汝城县为
6个分会场之一，主分会场同步进行。

2020 中国红色旅游博览会汝城分会场开
幕式在一部气势恢宏的原创音乐舞蹈史诗《红
色湘南》表演中拉开帷幕。

文艺演出接续登场。《半条被子的暖》《一张
借据》《红军标语》《汝城那么红》《点亮梦想》等
节目以歌舞、情景剧、说唱等形式，充分展现了
汝城的红色文化、红色故事、人文历史和丰富的
旅游资源，鲜活再现了党同人民的鱼水情深，让
现场观众与大屏外的全国观众在视听盛宴中感
受到长征文化的内涵魅力和新时代新长征的脉
搏旋律。

开幕式后，现场人员沿着当年红军长征足
迹，从“一张借据”专题陈列馆到微缩园，巡览中
央红军突破第二道封锁线青石寨核心展示区。
一个个感人至深的动人故事，一处处催人泪下的
遗址物迹，一场场惊心动魄的“硝烟战火”，跨越
时空，历久弥新。 记者朱清

看红色情景歌舞重温峥嵘岁月
本报岳阳讯 11 月 14 日，2020 中国红色旅

游博览会平江分会场开幕式在平江县长寿镇仙
姑崖红军营景区举行。省文化和旅游厅、岳阳市
人民政府相关领导出席开幕式，湘赣边区域修
水、铜鼓、通城等相关县市区、岳阳市各县市区、
长沙市文旅部门主要负责人，岳阳地区A级景区
负责人、湘赣边地区旅行社负责人参加开幕式，
中央和省内百多家主流媒体报道此次活动。

本次活动由湖南省人民政府和江西省人民
政府共同主办，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湖南省文
化和旅游厅、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中共岳阳市
委、岳阳市人民政府承办，中共岳阳市委宣传部、
岳阳市文化旅游广电局、中共平江县委员会、平
江县人民政府执行。活动主题是“红动湘赣·脉
连罗霄”，宗旨是以节会活动为载体，进一步推进
湘赣边区全国红色旅游合作交流。

2020中国红色旅游博览会平江分会场分为
“1+7”，即一个启动仪式和七大主题活动。启动
仪式于 11月 14日上午 9时在平江县长寿镇仙姑
崖红军营景区隆重举行。启动仪式有三大亮点：
一是湘赣边党员干部培训基地授牌仪式；二是湘
赣边汨罗江流域文旅融合助推全面小康联盟授
牌仪式；三是上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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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旗奋勇前进的峥嵘
岁月。

除启动仪式外，红博会平江分会场还围绕红
色旅游主题，举办“1+7”系列活动。

14日开幕式后，还将举行红培、红营活动，持
续时间为一个月。 记者朱清

盘点红博会的宝藏展台
本报长沙讯 2020中国红色旅游博览会11月14

日至 16日在长沙举行，位于湖南国际会展中心的主
会馆中有哪些“宝藏展台”值得一看呢。

11月14日下午，在湖南国际会展中心，不少游客
边逛边吃。其中，宁乡四小碟展台旁边围绕了不少品
尝美食的游客。展台负责人杨硕向记者介绍：“宁乡
四小碟是百年传统特产，全程手工制作。”

他介绍，早在清代，宁乡的砂仁糕，就以其酥松香
甜、柔软松口得名，为湖南四大名糕（包括灯芯糕、麻
香糕、烘糕）之一，在省内外享有盛名。

四小碟的刀豆花更是有“昔日皇廷贡品，今朝传
世名花”的说法。冰姜在海内外颇有名气。市民朋友
喜欢把姜作为驱寒、健胃、防止晕车的重要食品。有

“一杯茶一片姜，驱寒健胃是良方”的说法。紫苏梅子
也是宁乡历史悠久的传统老特产之一，它以紫苏的香
气、青梅的酸甜，博得广大消费者的青睐。

在杨硕介绍的这段时间，有不少游客品尝、购买
宁乡的这四样特色小吃。有游客在试吃后，马上选购
了三盒小吃。

除了好吃的，还有非遗技艺引人驻足，在长沙非
遗棕叶编的展台，手工艺人用棕叶编制出了很多精细
的工艺品，有蚂蚱、孔雀等，一旁观看的女生忍不住惊
叹道：“哇，这也太厉害了。”

在怀化展区，侗歌阵阵，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
省侗族大歌传承人吴焕英介绍，今天她们带来的都

是红色歌曲，只要吹起乐器就有不少人停下来看。她说：
“我们穿的都是我们侗族的传统服饰，包括衣服上的花纹
也是民族特色。因为我们以银多为美，所以随身携带了
很多银饰，这些银饰也都是纯手工打造的。” 记者朱清

11月14日，2020中国红色旅游博览会，张家界展区的非遗节目表演。组图/记者吴琳红 张家界展台的民族特色演出。

长沙展区的小兵阿荣吸引游客。

百车自驾游体验团前往浏阳
本报长沙讯 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革命情

怀。11月14日，“红动湘赣·薪传浏阳”红色自驾
研学活动在长沙启动，来自湖南、江西两省的百
车自驾游体验团从长沙出发，前往红色革命老区
浏阳市，开展为期两天的红色研学自驾之旅。

本次活动是 2020中国红色旅游博览会浏阳
分会场系列活动之一。当天，自驾游体验团前往
胡耀邦故里景区，体验研学课堂；前往秋收起义文
家市会师纪念馆，追忆红色岁月，感悟革命情怀。

此次活动将红色研学与自驾游创新性融合，
以“体验课堂，旅学模式”，寻访红色足迹，缅怀革
命英雄，接受红色文化熏陶，继承革命先辈的优
良传统，感受红色革命老区生态文明建设，做好
红色接班人，让红色文化在寓教于乐中传承，在
湘赣边掀起红色新热潮。 记者朱清

用一场马拉松展现红色旅游活力
本报长沙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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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伴随着一曲《红色摇篮》，2020中国红色旅
游博览会茶陵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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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营马拉松比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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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观众也手挥
小红旗，映红了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此外，《红色
烽火》、《我从茶陵上井冈》等红色歌舞表演也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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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托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近年来，该县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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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参加活动的
茶陵县二中高一学生肖莉莹说，现在红色旅游很
流行，学校也会经常组织红色研学旅游活动，让
她时刻铭记历史使命，激励她好好学习，长大成
为一名对社会有用的人。
湖南日报记者张咪 通讯员罗育红 胡梦婕 阳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