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守住一方红色记忆

上饶位于“ 沪浙红色旅游区”、“ 湘赣闽红色旅游

区”、“ 鲁苏皖红色旅游区”交界的中心区域。

一直以来， 红色都是上饶这片土地一抹耀眼的

色彩。上饶有着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方志敏在这里

领导“ 漆工暴动”点燃革命圣火，这里有国家

4A

级

旅游景区、 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上饶集

中营名胜区，方志敏纪念馆、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旧

址等也是经典红色旅游景区。目前，上饶有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

46

个，其中有

4

个被命名为国家爱国主义

教育示范基地，

8

个被命名为全省爱国主义教育示

范基地。 上饶集中营名胜区是全国十大红色旅游基

地。 作为革命老区的上饶，近年来，红色旅游游客人

次数不断增长。

革命旧址是革命历史和精神的见证， 保护有形

的革命旧址就是对无形的红色文化的传承。近年来，

上饶各地积极保护红色资源，守住一方红色记忆。

在上饶市方志敏纪念馆·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

旧址管理委员会，记者了解到，

2018

年管委会共投资

300

余万元用于赣东北第一个党支部、信江军政教导

大队、横峰革命烈士纪念馆、闽浙赣省委、省政府、省

军区、红五分校、九区青年社等旧址维修。 同时，新建

3A

级旅游公厕

2

座，维修改造旅游公厕

1

座。

“ 对文物的保护要有对历史文物的敬畏之心，在

对革命旧址的管理保护中，我们贯彻‘ 保护为主、抢

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工作方针，切实加大

文物保护力度，提高认识。”上饶市方志敏纪念馆·闽

浙皖赣革命根据地旧址管委会主任吴海生介绍。

在横峰， 近些年也加大了对革命旧址保护维修

工作，并组建了一支业余文物安全管理员队伍，不仅

针对苏区革命旧址， 还扩大到县域所有的县级以上

文物保护单位，实现了安全管理全覆盖。文物安全管

理员基本由旧址所在地的理事会、促进会、老党员、

老教师和乡贤中产生，具有一定群众威望；举办了系

列知识讲座，对这支队伍进行文物消防、安防演练，

初步实现了人防、物防、技防的有效结合。同时，充分

开展社会监督。 横峰县文物部门充分发挥村委会特

别是理事会的作用，将文物保护相关责任、义务、条

例纳入《 村规民约》 ，对轻微破坏旧址环境风貌而又

够不上违反相关法律的行为，以制度来进行约束。

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也是五四运动

100

周年、 方志敏诞辰

120

周年。 红土地上的这抹

“ 上饶红”也更加鲜亮。

“红色旅游

+

”亮点多

传统的红色旅游以参观教育为主，如今，红

色旅游通过与其他领域相融合，加出新亮点，也

为红色旅游注入了新的内涵。

6

月

18

日晚上，弋阳腔革命现代戏《 方志

敏》 进京参加由中宣部、 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

2019

年全国基层院团戏曲会演，并在当晚举行

的全国基层院团戏曲会演开幕式上进行了开幕

专场演出。 这是弋阳腔第一次亮相全国基层院

团戏曲会演的舞台，赢得掌声无数。

“ 红色旅游

+

活动”通过一系列形式多样的文

化活动，把上饶的红色故事传播得更广更生动。

2017

年， 上饶以诵读经典这种特殊的方

式， 向海内外传播推广方志敏写下的经典名篇

《 可爱的中国》 ，数百万华人主动参与其中。今年

初，上饶启动“ 可爱的中国”文化旅游年系列活

动。“ 可爱的中国” 文化之旅作为重要的旅游

IP

，被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列入

2019

年重点文化

旅游交流项目。这场激动人心的红色文化之旅，

以“ 可爱的中国”品牌为引领，以“ 活跃跃的中国

创造”为核心看点，把上饶作为一个“ 大景区”来

统一规划、统一包装和打造，带领人们重温革命

先烈的革命豪情，展示英雄故乡的大美风景。

除了多彩的文旅活动， 在上饶这片山明水

秀的红土地上，当红色与绿色相遇，旅游也变得

生动且深刻。

怀玉山景区利用自身的好风景好生态，在

发展红色旅游的同时， 也发展绿色旅游。

2016

年建设秀美乡村以来， 在完善乡村基础设施的

同时，也开发、建设了一批绿色景点。“ 眼下，十

八龙潭游步道已修建完成； 怀玉书院正积极建

设。‘ 红

+

绿’让游客的旅游体验更多元。”怀玉乡

党委委员吴枫告诉记者，“ 红

+

绿”的旅游模式已

经在怀玉山上落地生根了。

在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葛源， 以红带绿，

以绿助红，把红色旅游、绿色旅游和乡村旅游

结合在一起。 目前已形成葛源闽浙皖赣革命旧

址群为主的红色旅游核心区示范区。 随着葛源

成功创建国家级

4A

景区和以石桥关田梯田、

前山瀑布等旅游景点的成功打造，如今来葛源

景区的游客不仅能瞻仰红色圣地革命旧址，感

受红色文化，也可欣赏到梯田瀑布 、古树名木

等美景。

红色旅游加上扶贫， 不仅为游客带去便利

更为当地人创造了致富的机会。红色故地里，开

起了一家家民宿、农家乐，留住游客，让红色体

验得以更加深入。

怀玉山上的玉峰村，平均海拔

1000

米，是

清贫故事发生地，曾经交通颇为不便 ，一度成

为空心村。

2015

年怀玉山公路建成，这条曲折

又美丽的“ 天路”把美好生活的希望带到了玉

峰村。“ 十多年前，我们从外地回家乡开起了村

里第一家农家乐，现在生意比以前好很多。 ”山

里农家老板李维成笑得合不拢嘴 ，“ 平时几乎

每天都有客人来，夏天就更不用说了，

12

间房

间根本不够住。 ”据了解，当地采取“ 协会

+

农

户”的运营模式，推进成立玉峰农家驿站协会，

支持鼓励发展农家乐。 目前，全村共有

80

多家

农家乐。

红色研学人气高

随着暑假的到来， 一场重温红色记忆、 追寻红

色足迹、 品味红色文化的红色旅游成了暑期许多孩

子和家长出行的选择。 眼下， 上饶红色旅游的主力

军正不断年轻化， 红色研学之旅受欢迎。

在横峰葛源， 许多学校将开学第一课放在了葛

源镇闽浙皖赣革命旧址群进行。 现在这处革命旧

址， 每天都有排练， 每周都有活动， 每月都有主题

教育， 既解决了乡村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问题， 也

使革命旧址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利用， 让红色文物真

正活起来。 在革命旧址文物保护中， 利用革命旧址

文物的教育展示功能， 多部门联合， 积极打造学习

教育基地。 在少共赣东北省委旧址内， 为葛源镇方

志敏希望小学配置美术室、 实验室、 音乐室、 器材

室、 排练室等多个功能活动场所， 并将全镇学生的

少先队入队仪式， 安排在旧址内开展， 追忆先辈足

迹、 重温革命辉煌、 接受传统教育。

6

月

8

日 ， 铅山新滩小学学生来到上饶集中

营名胜区开展 “ 庆中国成立

70

周年大型研学活

动”。 孩子们观看红色电影， 了解上饶集中营监狱

旧址里曾经发生的故事； 教官带领学员们进行军

事武器模型的组装 ， 学习军事技能和国防知识 ，

增强爱国情和自豪感； 参观上饶集中营革命烈士

纪念馆、 茅家岭监狱旧址， 孩子们翻开二十世纪

三四十年代的历史画卷， 领略特殊年代的战火硝

烟。 在上饶集中营革命烈士纪念碑前， 他们向革

命先烈敬献花圈 ， 缅怀先烈 。 “ 中国 ， 我爱你 ！

我爱你， 祖国！” 研学活动在孩子们饱含深情的呼

喊中结束。

2018

年

12

月弘扬研学旅行公司与上饶集中营

名胜区研学基地签约合作， 共同研发红色研学课

程， 打造红色研学旅行线路。 半年以来， 已接待各

种研学拓展团队

2

万余人。

“ 红色研学活动开展以来受到孩子、 家长、 学

校等各方的欢迎。 在研学活动中， 通过生动地讲解

红色历史， 让孩子们模拟战争， 邀请退伍军人讲解

国防知识， 带孩子们走进上饶集中营名胜区、 方志

敏故居、 方志敏纪念馆等红色故地， 让孩子们全方

位地了解红色历史。” 弘扬研学旅行公司总经理毛

伟民介绍道， “ 孩子们对于研学这种生动的红色课

堂表示欢迎， 家长也认为通过红色研学活动对孩子

有启发意义和教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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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风景 不同的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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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在杨梅里的

夏天

邹萍艳

立夏， 小满， 芒种， 夏至 ， 节气一步一个脚

印地往前赶。 繁茂的枝头， 夏天尽情地释放自己

的魅力。

这个时候， 在江南， 有一种充满山野气息的美

味， 很容易让人一见倾心。

“ 红实缀青枝 ， 烂漫照前坞 ” ， 说的是它 ；

“ 众口但便甜似蜜 ， 宁知奇处是微酸 ” ， 赞的是

它 ； “ 若使太真知此味 ， 荔枝焉得到长安 ”， 咏

的还是它。

这看一眼让人诗情奔涌， 咬一口让人欲罢不能

的， 便是山岭里土生土长的杨梅了。

虽说是“ 草木有本心， 何求美人折”， 花草树

木在自然中生长并不为着世人的关注， 但花香蝶自

来， 梅子红透了， 来小乡村里寻味的人自然就多起

来。 烟雨迷蒙， 青山隐隐， 绿水迢迢， 在这样的底

色中采摘杨梅， 于“ 久坐樊笼里” 的人确是件趣

事。 然而， 对于在林间放飞的小朋友们来说， 乐趣

倒并不一定在采摘。 或许， 让他们小小的心灵着迷

的， 是树下你追我赶的那种简单的欢乐， 是顺着梯

子爬上结实树杈的那种小小的勇敢， 是在浓绿深红

色枝头的那些美丽的发现。 这些乐趣想必会伴着那

杨梅的酸和甜凝结在他们心底， 成为故乡夏天一道

不可磨灭的滋味， 一道一触摸便有暖流阵阵的滋

味， 就如同我记忆中的腌杨梅的味道那般。

挂在枝头的杨梅， 娇艳欲滴， 色泽可人， 摘一

颗轻轻咬下去， 浆汁便温柔地顺着齿间漫延开来，

透心凉的酸爽瞬间让人觉得这应是夏天最美妙的时

刻。 只是， 新鲜的杨梅不能多吃， 若一味贪吃， 好

几天牙都会酸得不行。 贪吃得到的教训便是， 哪怕

有再多美食摆在眼前， 也觉索然乏味， 不复有“ 吃

货” 的战斗力。 有时我会想， 这红果果莫不是上天

给不能自已的人一种无言的告诫： 要采之有度， 食

之有度。

新鲜的杨梅采摘期短， 保鲜期更短， 有什么法

子将这自然赐予的美好礼物保存起来， 慢慢享用？

因为年少时家有美食达人， 所以我是不需为这样的

问题劳心， 那时只管抱着罐子吃就好。 慢慢享用的

好法子， 便是将杨梅腌制起来， 做成杨梅干。 除了

香甜爽口的西瓜， 那时的夏天备受我们喜爱的便是

爷爷奶奶亲手腌制的杨梅了。 虽然那时还没有美食

达人的称号， 但巧手如他们， 是当之无愧的。 退休

后， 爷爷奶奶对我们的学习并未有更多的关注， 倒

是对伺弄植物、 捣鼓美食表现出极大的热忱， 想必

是本着“ 学是个人的事情， 吃是大家的事情” 这样

的原则吧。 生活在美食中变得丰富多彩又生动有趣。

做霉豆腐、 豆腐干、 茄子干、 辣椒干， 腌杨梅， 腌

洋芋， 晒红枣干， 做沙琪玛、 芝麻片， 腌鸡腌鱼等，

倒腾得不亦乐乎。 冬去春来， 四季轮回， 不断的期

待和回味中幸福在生命的河床沉淀下来。 腌杨梅，

则是我一回味便口舌生津、 齿颊生香的美食。

初夏时节， 杨梅熟了， 乡下的亲戚采了便会

送些给我们尝个鲜。 爷爷奶奶会给我们几个小馋

猫留足了解馋的分量， 然后把余下的都拿来煮熟

晾晒。 鲜嫩多汁的红杨梅在阳光的照耀下， 有了

奇妙的变化 ， 当它们成功瘦身成黑色的小干果 ，

爷爷奶奶就会把它们放入玻璃罐中， 倒入适量的

白糖， 密封上几天。 在糖罐里腌渍上几天的杨梅，

再开封暗香沁人， 味道正好， 便当仁不让地成为

我们夏天解暑的零食。 窗外， 艳阳高照， 知了声

声， 窗内， 午休的或看书读报的是爷爷奶奶， 嚼

着杨梅干看电视的是小的们。 那样的岁月， 真是

平静又美好。

抱着玻璃罐吃着甜中带酸的杨梅干追剧的暑假

早已远去， 只是每到杨梅季， 想着那“ 醉里自矜豪

气在， 欲乘风露扎千株” 的红果果， 那些年夏天的

滋味便不由得泛上心头。

上饶这片红土地，闪耀着革命的光辉。如今这片红色故地，通过修缮保护革命遗址遗迹、发展红色旅游、开展研学活动，推动革命精神传承，让红色

文化更加深入人心。 临近“七一”，不少人走进红色故地瞻仰革命先烈，缅怀那段逝去的峥嵘岁月。 无论是在上饶集中营名胜区、玉山县怀玉山的清贫

园，还是弋阳方志敏纪念馆、方志敏故居，或是在横峰中共闽浙（皖）赣省委机关旧址，瞻仰革命先烈的人群络绎不绝。 人们在这里追寻伟人的足迹，缅

怀红色的岁月，感受革命的激情。

红土地上好风景

本报记者 邹萍艳 戚虹鸿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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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闽浙赣省委机关旧址

怀玉山景区

方志敏纪念馆

走进上饶集中营监狱旧址

红色研学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