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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瑞金袁红色故都尧共和国摇篮尧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袁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袁初心之源遥 瑞金袁一个光荣尧神圣的
名字袁每当提起这个名字袁让人内心总
是很温暖尧很自豪遥

听党话袁跟党走袁要到瑞金走一走遥
饮水思源袁多为瑞金做贡献遥 值此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交汇的重大历史时
期袁瑞金积蓄了怎样的发展动能袁孕育
着怎样的巨大机遇钥 在中华苏维埃共
和国创建纪念日要11 月 7 日即将到来
之际袁本专题将从五个维度讲述 70 万
瑞金人民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
野勇争先尧做示范冶的生动故事袁让各界
读者进一步了解瑞金尧热爱瑞金尧赋能
瑞金袁 助力瑞金已开启的高质量发展
新征程遥

那些人和事 从来没忘记

瑞金东南部袁有个红军村袁全村姓
华袁名华屋遥 1934 年袁举世闻名的长征前
夕袁华屋村的华崇宜尧华质彬等 17 位革
命者到村后山上袁 分别种下一棵松树遥
他们相约袁革命成功后袁一起回家袁看看
长大的松树遥 若回不来袁活着的人要替
其他人照顾家里老小遥 这 17 位壮士后
来没有一位回来遥 当年烈士们种下的 17
棵松树袁村民称之为野信念树冶袁山后的
树林被称为野烈士林冶袁直到现在袁见树
不见人袁只留下这感人的故事遥

今年 7 月 9 日袁知名音乐人尧光荣浙
商智库专家罗列导演身临其境袁被 17 棵
松树背后的英雄故事所感动袁即兴创作
了饱含深情的叶中华松曳歌词袁以缅怀和
讴歌在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袁
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院

野那一天离开我不知道能不能回
来袁 但我知道每一颗英魂都浩气常在袁
每一棵参天大树下面都有忠骨长埋袁一
代又一代后人在顶礼膜拜浴

这一次回来我的心情是多么澎湃袁
仿佛此刻所有的脚步在诉说热爱袁不知
道我的眼泪能否将这土地灌溉钥 一次又
一次敲打着我的情怀遥

这是我的家袁开满红色的花曰轻抚
心中黄沙袁堆起座座圣塔曰这是我的家
啊浴 走到哪里我都会牵挂浴

这是我的家袁曾经身跨战马曰军号
响起霎那袁屹立万世芳华曰这是我的家
啊浴 千言万语都不够表达浴 冶

瑞金袁这块红土地袁承载着中国共
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袁记录着革命老区
的沧桑巨变袁有太多的初心印记袁值得
我们去探寻尧去感悟遥

一口红井袁浸润过几代心灵曰一篇
著作袁反映党和人民的血肉情深曰一片

旧址袁 铭刻着伟人经天纬地的身影曰草
木间袁留着无数先烈的故事曰山水里袁诉
说着苏区精神的真谛遥

1934 年 10 月中旬袁 朱吉薰作为瑞
金籍的一名红军战士随部队转移北上遥
临别前几天袁妻子陈发姑用平时积攒下
来的零花钱袁 到集市上扯了几尺布袁为
丈夫缝制了一套衣服袁 做了一双布鞋遥
临行前夜袁 丈夫安慰她说院野不要难过
了袁等着我袁我一定会回来的噎噎冶她也
安慰着自己的丈夫院野你放心地走吧袁我
会等你回来的袁一直等到你胜利归来遥 冶
但直到全国解放袁当年同一天出发长征
的瑞金幸存者都陆续回到了家乡袁陈发
姑的丈夫却没有一点儿音讯噎噎2008
年 9 月 12 日袁 历经了风雨沧桑袁114 岁
高龄的陈发姑最终没能等到爱人的归
来袁带着无尽的期盼和遗憾离开人世遥
走进瑞金袁感悟瑞金袁想说 6 个字院我们
应当铭记遥

铭记近 90 年前袁老一辈革命家在瑞
金为中心开辟中央革命根据地之难曰
铭记 1931 年 11 月袁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叶坪诞生之喜曰

铭记 1934 年 10 月袁 中国工农红军
从瑞金踏出第一步之勇曰

但是我们想说袁 我们更应该铭记
的袁是当年为革命英勇捐躯的 5 万多瑞
金烈士遥

5 万多袁或许这个数字你没有概念遥
但要知道袁 当年的瑞金总人口才 24 万遥
其中有 11.3 万人参军遥 在这些瑞金籍军
人当中袁又有将近一半的战士永远倒在
了革命的道路上遥 你会作何感想钥 毫不
夸张地说院瑞金寸寸红土地袁遍洒英烈
血遥

华屋的红军后代尧瑞金市商务局干
部华丽红说院野在这里袁每一步袁每一寸
土地下面袁 都有可能掩埋着烈士的忠
骨袁他们在看着我们遥 我们袁决不能辜负
先辈们的期待袁要把家乡建设好! 冶

喝了红井水 常念瑞金情

野红井水哟袁 甜又清哎袁 手捧清泉
渊里格冤想亲人遥 喝上一口哟红井水袁一
股暖流涌上心噎噎冶伴随着叶红井水曳的
歌声袁瑞金市沙洲坝景区内的红色书屋
里袁许多游客正在购买叶漫笔瑞金曳叶故
事瑞金曳叶歌唱瑞金曳 等书籍和音像制
品遥 一位来自上海的大姐买到叶红井水曳
歌碟专辑后说院野买个专辑带回去袁让家
里人都听一听袁 接受教育袁 非常有意
义遥 冶

在叶坪景区袁头戴红军帽尧身穿红
军服的红色研学旅行团学员昂首阔步
挺进红军广场遥 听了苏区革命故事的讲

解后袁 一名学员说院野到这里来接受教
育袁更能够理解耶不忘初心袁牢记使命爷
这句话蕴含的意义袁也更能感受新时代
青年肩上沉甸甸的历史责任遥 冶

野叶坪沙坝遥相望袁 谒者频来总乐
游遥 冶瑞金市旅游发展委员会相关负责
人说院野瑞金是一座红色资源耶富矿爷袁对
红色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得到了历届市
委尧市政府的高度重视遥 58 年前袁国家重
要领导人重返瑞金时写下的诗句袁是对
今天瑞金红色旅游发展最好的注脚遥 冶

近年来袁瑞金通过挖掘红色文化资
源袁高质量推动红色旅游发展袁市场影
响力和资源吸引力不断增强遥 2019 年袁
该市接待游客 1831.2 万人次袁同比增长
35.5%袁旅游总收入 101.73 亿元袁同比增
长 45.2%遥

如何更好地发展和利用好红色旅
游资源袁将红色旅游做大做强袁把瑞金
打造成全国红色旅游一线目的地和全
国著名的红色旅游目的地钥

野要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十四届六次
全会精神袁充分借鉴遵义尧延安的经验
做法袁始终把红色旅游作为战略性支柱
产业来发展袁把发展红色旅游作为高质
量尧跨越式发展的引爆点袁加快瑞金红
色旅游发展遥 冶瑞金市委主要领导说遥
为推动红色旅游高质量跨越式发展袁瑞
金市成立了由市委主要领导任组长的
文化和旅游工作领导小组袁加强了对旅
游工作的统筹协调力度袁形成了强大的
发展合力遥

根据叶赣州市发展全域旅游行动方
案渊2017-2019冤曳和叶赣州市关于进一步
加快红色旅游发展的实施意见曳袁 瑞金
结合本市发展实际袁研究出台了叶瑞金
市红色旅游高质量跨越式发展三年行
动计划渊2018-2020 年冤曳叶长征国家文化
公园瑞金段规划曳袁确立了野一核四线冶
发展模式袁 即以共和国摇篮 5A 级景区
和红色文化为龙头核心袁按照地理方位
分为东线尧北线尧西线尧南线遥 通过野一核
四线冶串联瑞金各大旅游区尧旅游景区
(点)袁形成野串珠成链冶各具特色的产品
空间结构体系袁强力推进红色文化深度
体验旅游产品转型升级遥

2019 年袁瑞金积极向上争取袁举办
了红色旅游博览会暨中国红色旅游推
广联盟年会袁活动规模之大尧阵容之强尧
活动数量之多袁是自红博会开创以来之
最遥 活动的成功举办袁进一步提升了瑞
金红色旅游美誉度和知名度遥

永远的红都 心灵的洗礼

历史选择了瑞金袁 瑞金无愧于历
史遥

如今袁瑞金完好地保留了大量珍贵
的红色文化资源袁现有革命遗址和纪念
建筑物 115 处尧珍贵文物 1.1 万余件袁其
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5 处遥
历史文化遗产袁 贵在保护中合理利用遥
为此袁 瑞金以共和国摇篮 5A 级景区为
龙头袁强化红色景区的主导地位袁对资
源进行深度挖掘和开发袁 包括叶坪尧红
井尧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旧址尧中
华苏维埃纪念园四大游览区遥 同时袁按
照野景区特色化袁设施国际化袁管理现代
化袁服务人性化冶的目标袁先后投入 3.5
亿元完善城市功能配套等遥 野在瑞金市
红色景点袁连如厕也是一种享受遥 冶游览
了瑞金市共和国摇篮景区以后袁广东游
客刘东发情不自禁野点赞冶该市的旅游服
务工作遥

数字经济时代袁红色旅游如何把握
时代契机钥

瑞金的回答是院用好数字技术袁让游
客既赏心悦目袁又使心灵得到洗礼院当一
回野一苏大冶代表尧兑换一张苏维埃纸币尧
坐上 VR野超级滑板冶畅游瑞金尧观看沉
浸式裸眼 3D 影片感受中华苏维埃共和
国的发展历程尧在 VR野冲出重围冶中体
验真实的战斗情景噎噎

如今袁来到红色旅游胜地江西瑞金
的游客惊喜地发现袁革命历史融合现代
科技袁从聆听历史到触摸历史袁游览历
史到体验历史袁瑞金的红色旅游越来越
吸引人了遥

瑞金在突出红色内涵尧创新红色旅
游形式尧增强红色感染力上做文章袁发展
参与性尧体验性尧互动性强的旅游项目袁
把瑞金建成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尧野两学一做冶学习教育的红色教育大
课堂遥 大力发展红色教育培训和红色研
学旅行袁创造性地推出集培训尧参与尧体
验为一体的红色培训模式袁创新红色旅
游培训之路遥

近年来袁 瑞金年接待游客数量以
30%的速度增长袁 与游客数量同步增长
的是游客的体验满意度标准和个性化
需求遥 野人民群众审美水平不断提高袁博
物馆进得多了袁红色影视尧书籍也都看过
不少袁 对红色旅游的深度广度要求更
高遥 冶瑞金市委宣传部主要负责人说袁为
此袁红色旅游既要有野看样板戏尧穿红军
装尧吃忆苦饭冶等传统模式袁也要让物质
载体的演化跟上时代发展遥

野今后一段时期袁 是瑞金旅游加速
崛起的战略机遇期和黄金发展期遥我们
将举全市之力打造耶红都瑞金爷这个龙
头袁打响耶共和国摇篮爷这张品牌袁讲好
耶共和国从这里走来爷故事袁打造全国一
流红色旅游目的地遥 冶瑞金市委主要领
导说遥

阴叶浙江日报曳记者 朱 言 金长青永远的红都
要要要野百年之交看瑞金冶系列报道之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