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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红色旅游

线路推荐

贵州，不仅有秀美的自然风光和多彩的民族

风情，还有峥嵘岁月留下的红色记忆。 作为红色

旅游大省，贵州的红色旅游资源十分丰富，革命

不可磨灭的印记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

笔。

推荐线路一：

息烽集中营革命历史纪念馆———遵

义———赤水

息烽集中营革命历史纪念馆： 国民党坚持

“消极抗日、积极反共” 反动政策，设立了这一关

押共产党人和爱国进步人士的最大秘密监狱。息

烽集中营革命历史纪念馆与重庆白公馆、渣滓洞

集中营、江西上饶集中营，同为抗战期间国民党

设立的四大集中营。

遵义会址、 红军政治部旧址、 毛主席故居：

1935 年 1 月， 遵义会议的召开确立了以毛泽东

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 这次会议挽救了

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

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桐梓娄山关： 海拔 1400 米的娄山关是川黔

公路的咽喉，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1935 年，

遵义会议后， 毛主席在娄山关全歼敌人 3 个团

后，写下不朽诗篇：“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

从头越” 。

赤水：四渡赤水之战是红军长征中最精彩绝

伦的军事行动， 毛主席称此役是他平生得意之

笔。 四渡赤水纪念馆包括四渡赤水纪念馆主馆、

中国女红军纪念馆、红军医院纪念馆、红九军团

陈列馆、赤水河航运历史展览馆、赤水河盐文化

陈列馆、土城古镇博物馆等馆群，以及毛泽东住

居、周恩来住居、朱德住居、红军总司令部驻地、

红军总参谋部驻地、红三军团司令部驻地、土城

老街红军驻地、青杠坡战斗遗址、土城渡口纪念

碑等十多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推荐线路二：

安顺王若飞故居———晴隆二十四道拐

王若飞故居纪念馆： 这是纪念和展示王若飞

同志光辉事迹的专题性纪念馆，以若飞精神“一

切要为人民打算” 作为布展主线。 纪念馆从多角

度、 多侧面展现了王若飞不同时期的经历和参与

的重大历史事件，突出了王若飞的历史地位。

晴隆二十四道拐：这段抗战公路是“史迪威

公路” 的形象标识。 二战时期，美国的援华物资

经过滇缅公路到达昆明以后，必须要经“二十四

道拐” 滇黔线才能送到前线和重庆。 二十四道拐

成了中缅印战区交通大动脉，承担着国际援华物

资的运输任务，为抗日战争取得全面胜利作出不

可磨灭的贡献。 沿着这条线路继续向西，还可以

参观贞丰红八军革命遗址和滇、桂、黔革命根据

地遗址等。

推荐线路三：

黎平会议会址———黄平飞虎队机场旧

址———铜仁周逸群故居———印江木黄

会师旧址

黎平会议会址：黎平会议会址外观为晚清修

建的普通民居建筑，1934 年 12 月，“黎平会议”

在此召开， 这是红军离开江西后召开的一次重要

会议。红军在紧要关头改变战略方针，变被动为主

动，并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思想和组织基础。

黄平飞虎队机场旧址：抗战期间中美空军的

重要军事基地，此处常驻著名的美国“飞虎队” ，

日起降飞机 100 余架次。 在这里，飞虎队先后参

加湘西会战、衡阳保卫战等著名战役。

铜仁周逸群故居：周逸群是南昌起义的重要

组织者、积极参加者之一，与贺龙同为湘鄂西革

命根据地的创建人。铜仁的周逸群故居展示了周

逸群从在家乡读书，到东渡日本留学，其后进入

黄埔军校，参加南昌起义，创建洪湖苏区，直至

1931 年在湖南岳阳遭遇敌人伏击壮烈牺牲的光

辉一生。

印江木黄会师旧址：1934 年 10 月， 红三军

与红六军团在印江木黄至松桃石梁一带胜利会

师，两军领导人贺龙、关向应与任弼时、萧克、王

震在会师当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红三军恢复红

二军团番号， 确定两军团结合成一个战略单位，

形成统一指挥的战斗整体，并作出新开辟湘鄂川

黔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至此，开始孕育红军

三大主力之一的红二方面军的诞生，有效策应中

央红军胜利完成长征。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钱丽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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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 游

� � � � 国庆期间，贵州铜仁市万山区朱砂古

镇景区游人如织。玻璃栈道、博物馆、悬崖

泳池……眼前的景象，很难让人想象这里

4 年前还是陷入资源枯竭困境的汞矿遗

址。

矿区什么时候关停的？ 汞矿开采有多

少年的历史？ 朱砂有什么用？ 面对游客接

连不断的提问，手持话筒的景区讲解员彭

惠都耐心地一一解答。 作为曾经的矿区子

弟，几乎没有人能比她更熟悉、了解这里

的过去。

其实，万山朱砂开采最早可追溯至秦

汉时期，唐宋时进一步发展，明清时则达

到了顶峰。 过去，万山朱砂储存量和产量

均居国内之首，素有“千年丹都” 之称。

但即使这样， 资源也有用完的一天。

2001 年 10 月，万山汞矿因资源枯竭政策

性关闭，从此陷入发展困境。彭惠说，那个

时候，矿上的工人都下岗了，只能外出打

工。

沉寂一段时间后，万山区开始寻求转

型之路， 并于 2009 年被列入全国第二批

资源枯竭型城市，获得重点扶持。

2015 年 7 月，万山区引进江西吉阳集

团，以独有的丹砂文化为核心，投资 20 亿

元，按照 5A 级景区标准，对现有遗址和文

物进行修缮性开发利用，建造朱砂古镇。

这次转型开发让这个老矿区走上了

变身景区、激活资源的发展之路。 2016 年

5 月，新景区朱砂古镇迎来开园，许多与

彭惠情况类似的老矿工、矿区子弟闻讯回

乡，或在景区上班、参与建设，或在景区做

起了小生意。

贵州铜仁市吉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王芳忠说， 为实现旅游兴业、

助推脱贫的目标，朱砂古镇采取“旅游

+” 商业模式带动周边贫困户一起致富。

王芳忠说：“一是招聘周边贫困人口

在景区就业， 二是拿出景区部分门面、展

厅、摊位免费提供给贫困户，鼓励大家创

业。 ”

如今，彭惠作为景区讲解员一个月有

3000 多元的收入， 她说：“过去在广东的

假发厂、皮具厂打工，一年到头也剩不下

钱，现在好了，在家门口就了业，还不耽误

照顾家里的孩子和老人。 ”

近几年， 万山建成集工艺品研发、培

训、生产、检验、销售、展示于一体的万山

朱砂工艺产业园，截至目前，已有 34 家企

业入驻。

万山经开区副主任刘桂春介绍，工业

园区内拥有全国最大的朱砂工艺品线上

线下交易中心，60 余个销售网点遍布全

国，还在北京、杭州、重庆等城市开设了专

卖店。

万山区区长张吉刚说，通过打造朱砂

古镇，万山探索出一条转型发展、绿色崛

起的新路径， 绿色产业正在造福万山群

众。

李惊亚 刘智强

� � � � 新华社北京电 （记者

余俊杰） 来自文化和旅游

部的消息，今年国庆长假期

间，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旅

客达到 198 万人次，7 天合

计出境游客突破 700 万人

次， 出境旅游市场繁荣，消

费更趋理性。

据文化和旅游部统计，

与数年前国人海外爆买不

同，今年国庆假期，出境游

客更加注重放松身心 ，抢

购马桶盖、感冒药、电饭锅

等商品， 甚至打包用小集

装箱运回国内的现象鲜有

发生。

据了解， 今年国庆假日

期间，国人青睐的海外旅游

目的地也日趋分散，盲从跟

游者越来越少。 除日本、泰

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澳大

利亚、法国、意大利、俄罗斯

等传统目的地依旧火爆外，

捷克、奥地利、匈牙利、斯洛

伐克、波兰、克罗地亚、马耳

他、柬埔寨等小众目的地旅

游产品在线预订量同比增

幅超两位数。

来自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的消息，近日我国正式命名

5 处国家地质公园。 至此我

国正式命名的国家地质公

园增至 219 处。

国家林草局有关负责

人介绍说， 新增的 5 处分

别是湖北恩施腾龙洞大峡

谷国家地质公园 、 广西罗

城国家地质公园 、 广西都

安地下河国家地质公园 、

西藏羊八井国家地质公园

和四川青川地震遗迹国家

地质公园。

湖北恩施腾龙洞大峡谷

国家地质公园位于湖北省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境

内， 是一个以清江伏流、腾

龙洞洞穴系统、恩施大峡谷

和石柱式峰林等立体喀斯

特地貌景观为特色的地质

公园。

广西罗城国家地质公园

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罗城

仫佬族自治县境内，是以岩

溶地质地貌遗迹和水体景

观遗迹为主体的地质公园。

广西都安地下河国家地

质公园位于广西壮族自治

区河池市都安瑶族自治县

境内，是以典型喀斯特地下

河、地下河天窗群为主体的

地质公园。

西藏羊八井国家地质公

园位于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当雄县羊八井镇境内，是一

处生态资源和人文资源相

互辉映的综合型高原地质

公园。

四川青川地震遗迹国家

地质公园位于四川省广元

市青川县境内，包括东河口

和荞鱼洞两个园区。 东河口

园区呈堰塞湖、滑坡、地裂

缝、山体张裂变形、崩塌等

多种地质破坏形态，是铭记

“5·12” 汶川特大地震灾

难，弘扬伟大的抗震救灾精

神， 展示灾后重建成果，集

缅怀、感恩、教育、体验等功

能于一体的园区。 荞鱼洞园

区位于白家乡境内，地质遗

迹为喀斯特地貌，由 4 个数

千米长的溶洞组成。

据了解， 我国是世界上

地质遗迹资源最丰富、分布

最广阔、种类最齐全的国家

之一。 目前我国拥有世界地

质公园 39 处， 国家地质公

园 219 处，省级地质公园近

400 处。 地质公园年接待游

客超过 5 亿人次，已成为我

国重要的自然教育基地。

胡璐

� � � �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贵州省

和贵阳市都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旅游

成绩单。 翻看成绩单，贵州红色旅游

线路格外火热。

来自贵阳市文化和旅游局的数

据统计显示，国庆期间，息烽集中营

革命历史纪念馆的参观人数达到

50414 人，日均游客为 7202 人。 其

中， 国庆当天游客人数为 1016 人；

而从 10 月 2 日开始，景区游客人数

迅速增长， 人数最多的一天达到

10410 人。 同时，来自贵州省文化和

旅游厅的数据统计显示， 遵义会议

会址景区国庆期间的日均接待量也

超过万人。

“此前参观过息烽集中营革命

历史纪念馆，但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的这个节点来参观， 感受更加深

刻。 ” 市民赵晓霞说，正因被阅兵仪

式上的一个细节所触动， 全家人决

定去往息烽，“那辆车牌为 1949 的

阅兵车， 是为革命烈士英灵所准备

的，眼前盛世已如他们所愿。 看到这

一幕，家中老父亲泪眼婆娑。 如今的

和平年代， 是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

的！ ”

10 月 2 日， 赵晓霞一家从贵阳

市区开车前往息烽，再次重访息烽集

中营革命历史纪念馆。 “当天，参观

纪念馆的游客很多。 一问方知，很多

人都和我们家一样，是看完国庆阅兵

仪式后起念来参观的。 ”

“今年国庆期间，游客的增长态

势确实比较迅猛。 前来参观的游客

以自驾游客人为主， 其中家庭游客

占了很大比重。 ” 息烽集中营革命

历史纪念馆工作人员靳文晋介绍，

此前， 景区接待的客源以旅游团和

开展红色教育的单位参观者为主，

可是自 10 月 2 日开始， 自驾游客

人明显增多，“很多游客不但认真

聆听讲解， 还针对一些细节向工作

人员发问， 渴望更真切地回顾那一

段历史。 ”

据了解，今年国庆期间，贵州省

各处红色旅游景区未雨绸缪， 提前

准备， 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以

各种形式礼赞祖国， 让游客在潜移

默化中接受红色教育， 升华爱国热

情。 例如， 四渡赤水实景实战体验

园景区通过艺术演绎、 炮火技术和

真人演出的方式 ， 让游客身临其

境， 体验当年红军战士浴血奋战的

场景。

事实上，红色旅游线路火爆是今

年国庆期间的普遍现象。根据携程大

数据统计显示， 国庆期间， 嘉兴、延

安、井冈山以及遵义等以红色旅游著

称的目的地，游客搜索量激增，从关

注的游客年龄段分析，80 后以及 90

后的占比提升四成，红色目的地出游

者平均年龄由去年的 31 岁下降到

27 岁。业内人士认为，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庆祝大会以及《我和我的祖国》

等主旋律电影上映，让年轻人更积极

地去触摸、 去了解新中国的革命历

史，由此带动红色旅游线路火爆和客

源年轻化。

记者采访了解到， 今年国庆假

期，的确有更多亲子游和家庭游选择

了红色旅游线路。贵阳市民张昭告诉

记者，国庆期间，他们带着 11 岁的孩

子去了井冈山，孩子在井冈山的毛主

席像前高举国旗拍照留念。“我们在

酒店观看了盛大的国庆阅兵仪式，孩

子看得心潮澎湃，去井冈山景区参观

时 ， 全程带着饱满的热情与自豪

感。 ” 他说。

张昭认为，寻找红色记忆，重温

峥嵘岁月， 需要脚踏实地地进行。

“借着国庆假期，带着孩子来到革命

圣地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效果非常

好。 孩子认真地许下承诺，他要好好

学习，建设祖国，做一个对家乡、对社

会有用的人。 ”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钱丽 /文

图片除署名外由石照昌 /摄

资讯

我国新增五处国家地质公园

文化和旅游部：

国庆出境游消费趋理性

本报讯 10 月 10 日，

云南省保山市赴贵阳举办

“世界高黎贡山·世界自然

遗产” 旅游推介会，诚邀贵

阳市民去保山泡温泉，感受

高黎贡山世遗之美。 贵阳市

文化和旅游局、贵阳旅游企

业、 贵阳机场集团代表，以

及昆明航空、 保山景区、旅

行社、酒店和温泉企业代表

等 350 余人参会。

保山市是云南省下辖

地级市， 境内的高黎贡山

在 2003 年作为 “三江并

流” 重要组成部分，被列入

《世界自然遗产名录》。 高

黎贡山境内火山和温泉相

伴而生， 有地热泉田 240

多处， 热能储量 250 万千

瓦，为全国第二大热气田。

保山市有 240 多处天然自

涌温泉，温泉种类之多，疗

效之神奇世所罕见 ， 有硫

磺泉 、碳酸泉 、富硒泉 、氡

氟泉等， 其资源品位在全

国首屈一指，被誉为“世界

温泉博物馆” 。

据悉， 此次推介会旨在

进一步加强贵阳、保山两地

文化旅游交流合作，推进旅

游资源共享、 线路共推、市

场共拓， 实现两市优势互

补、互利互惠、共赢发展。 双

方表示， 希望通过合作，使

“世界高黎贡山·世界自然

遗产” 成为贵阳市民的后花

园，让“爽爽的贵阳” 成为

保山市民向往的诗和远方。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钱丽 文 / 图）

云南省保山市举行旅游推介会

世遗高黎贡山来筑邀客

贵州万山汞矿遗址变身旅游景区

寻找红色记忆，重温峥嵘岁月———

国庆假期

贵州红色旅游线路火热

■延伸阅读

贵州红色旅游

线路推荐

贵州，不仅有秀美的自然风光和多彩的民族

风情，还有峥嵘岁月留下的红色记忆。 作为红色

旅游大省，贵州的红色旅游资源十分丰富，革命

不可磨灭的印记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

笔。

推荐线路一：

息烽集中营革命历史纪念馆———遵

义———赤水

息烽集中营革命历史纪念馆： 国民党坚持

“消极抗日、积极反共” 反动政策，设立了这一关

押共产党人和爱国进步人士的最大秘密监狱。息

烽集中营革命历史纪念馆与重庆白公馆、渣滓洞

集中营、江西上饶集中营，同为抗战期间国民党

设立的四大集中营。

遵义会址、 红军政治部旧址、 毛主席故居：

1935 年 1 月， 遵义会议的召开确立了以毛泽东

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 这次会议挽救了

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

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桐梓娄山关： 海拔 1400 米的娄山关是川黔

公路的咽喉，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1935 年，

遵义会议后， 毛主席在娄山关全歼敌人 3 个团

后，写下不朽诗篇：“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

从头越” 。

赤水：四渡赤水之战是红军长征中最精彩绝

伦的军事行动， 毛主席称此役是他平生得意之

笔。 四渡赤水纪念馆包括四渡赤水纪念馆主馆、

中国女红军纪念馆、红军医院纪念馆、红九军团

陈列馆、赤水河航运历史展览馆、赤水河盐文化

陈列馆、土城古镇博物馆等馆群，以及毛泽东住

居、周恩来住居、朱德住居、红军总司令部驻地、

红军总参谋部驻地、红三军团司令部驻地、土城

老街红军驻地、青杠坡战斗遗址、土城渡口纪念

碑等十多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推荐线路二：

安顺王若飞故居———晴隆二十四道拐

王若飞故居纪念馆： 这是纪念和展示王若飞

同志光辉事迹的专题性纪念馆，以若飞精神“一

切要为人民打算” 作为布展主线。 纪念馆从多角

度、 多侧面展现了王若飞不同时期的经历和参与

的重大历史事件，突出了王若飞的历史地位。

晴隆二十四道拐：这段抗战公路是“史迪威

公路” 的形象标识。 二战时期，美国的援华物资

经过滇缅公路到达昆明以后，必须要经“二十四

道拐” 滇黔线才能送到前线和重庆。 二十四道拐

成了中缅印战区交通大动脉，承担着国际援华物

资的运输任务，为抗日战争取得全面胜利作出不

可磨灭的贡献。 沿着这条线路继续向西，还可以

参观贞丰红八军革命遗址和滇、桂、黔革命根据

地遗址等。

推荐线路三：

黎平会议会址———黄平飞虎队机场旧

址———铜仁周逸群故居———印江木黄

会师旧址

黎平会议会址：黎平会议会址外观为晚清修

建的普通民居建筑，1934 年 12 月，“黎平会议”

在此召开， 这是红军离开江西后召开的一次重要

会议。红军在紧要关头改变战略方针，变被动为主

动，并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思想和组织基础。

黄平飞虎队机场旧址：抗战期间中美空军的

重要军事基地，此处常驻著名的美国“飞虎队” ，

日起降飞机 100 余架次。 在这里，飞虎队先后参

加湘西会战、衡阳保卫战等著名战役。

铜仁周逸群故居：周逸群是南昌起义的重要

组织者、积极参加者之一，与贺龙同为湘鄂西革

命根据地的创建人。铜仁的周逸群故居展示了周

逸群从在家乡读书，到东渡日本留学，其后进入

黄埔军校，参加南昌起义，创建洪湖苏区，直至

1931 年在湖南岳阳遭遇敌人伏击壮烈牺牲的光

辉一生。

印江木黄会师旧址：1934 年 10 月， 红三军

与红六军团在印江木黄至松桃石梁一带胜利会

师，两军领导人贺龙、关向应与任弼时、萧克、王

震在会师当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红三军恢复红

二军团番号， 确定两军团结合成一个战略单位，

形成统一指挥的战斗整体，并作出新开辟湘鄂川

黔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至此，开始孕育红军

三大主力之一的红二方面军的诞生，有效策应中

央红军胜利完成长征。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钱丽 /整理

■延伸阅读

贵州红色旅游

线路推荐

贵州，不仅有秀美的自然风光和多彩的民族

风情，还有峥嵘岁月留下的红色记忆。 作为红色

旅游大省，贵州的红色旅游资源十分丰富，革命

不可磨灭的印记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

笔。

推荐线路一：

息烽集中营革命历史纪念馆———遵

义———赤水

息烽集中营革命历史纪念馆： 国民党坚持

“消极抗日、积极反共” 反动政策，设立了这一关

押共产党人和爱国进步人士的最大秘密监狱。息

烽集中营革命历史纪念馆与重庆白公馆、渣滓洞

集中营、江西上饶集中营，同为抗战期间国民党

设立的四大集中营。

遵义会址、 红军政治部旧址、 毛主席故居：

1935 年 1 月， 遵义会议的召开确立了以毛泽东

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 这次会议挽救了

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

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桐梓娄山关： 海拔 1400 米的娄山关是川黔

公路的咽喉，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1935 年，

遵义会议后， 毛主席在娄山关全歼敌人 3 个团

后，写下不朽诗篇：“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

从头越” 。

赤水：四渡赤水之战是红军长征中最精彩绝

伦的军事行动， 毛主席称此役是他平生得意之

笔。 四渡赤水纪念馆包括四渡赤水纪念馆主馆、

中国女红军纪念馆、红军医院纪念馆、红九军团

陈列馆、赤水河航运历史展览馆、赤水河盐文化

陈列馆、土城古镇博物馆等馆群，以及毛泽东住

居、周恩来住居、朱德住居、红军总司令部驻地、

红军总参谋部驻地、红三军团司令部驻地、土城

老街红军驻地、青杠坡战斗遗址、土城渡口纪念

碑等十多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推荐线路二：

安顺王若飞故居———晴隆二十四道拐

王若飞故居纪念馆： 这是纪念和展示王若飞

同志光辉事迹的专题性纪念馆，以若飞精神“一

切要为人民打算” 作为布展主线。 纪念馆从多角

度、 多侧面展现了王若飞不同时期的经历和参与

的重大历史事件，突出了王若飞的历史地位。

晴隆二十四道拐：这段抗战公路是“史迪威

公路” 的形象标识。 二战时期，美国的援华物资

经过滇缅公路到达昆明以后，必须要经“二十四

道拐” 滇黔线才能送到前线和重庆。 二十四道拐

成了中缅印战区交通大动脉，承担着国际援华物

资的运输任务，为抗日战争取得全面胜利作出不

可磨灭的贡献。 沿着这条线路继续向西，还可以

参观贞丰红八军革命遗址和滇、桂、黔革命根据

地遗址等。

推荐线路三：

黎平会议会址———黄平飞虎队机场旧

址———铜仁周逸群故居———印江木黄

会师旧址

黎平会议会址：黎平会议会址外观为晚清修

建的普通民居建筑，1934 年 12 月，“黎平会议”

在此召开， 这是红军离开江西后召开的一次重要

会议。红军在紧要关头改变战略方针，变被动为主

动，并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思想和组织基础。

黄平飞虎队机场旧址：抗战期间中美空军的

重要军事基地，此处常驻著名的美国“飞虎队” ，

日起降飞机 100 余架次。 在这里，飞虎队先后参

加湘西会战、衡阳保卫战等著名战役。

铜仁周逸群故居：周逸群是南昌起义的重要

组织者、积极参加者之一，与贺龙同为湘鄂西革

命根据地的创建人。铜仁的周逸群故居展示了周

逸群从在家乡读书，到东渡日本留学，其后进入

黄埔军校，参加南昌起义，创建洪湖苏区，直至

1931 年在湖南岳阳遭遇敌人伏击壮烈牺牲的光

辉一生。

印江木黄会师旧址：1934 年 10 月， 红三军

与红六军团在印江木黄至松桃石梁一带胜利会

师，两军领导人贺龙、关向应与任弼时、萧克、王

震在会师当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红三军恢复红

二军团番号， 确定两军团结合成一个战略单位，

形成统一指挥的战斗整体，并作出新开辟湘鄂川

黔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至此，开始孕育红军

三大主力之一的红二方面军的诞生，有效策应中

央红军胜利完成长征。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钱丽 /整理

■延伸阅读

贵州红色旅游

线路推荐

贵州，不仅有秀美的自然风光和多彩的民族

风情，还有峥嵘岁月留下的红色记忆。 作为红色

旅游大省，贵州的红色旅游资源十分丰富，革命

不可磨灭的印记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

笔。

推荐线路一：

息烽集中营革命历史纪念馆———遵

义———赤水

息烽集中营革命历史纪念馆： 国民党坚持

“消极抗日、积极反共” 反动政策，设立了这一关

押共产党人和爱国进步人士的最大秘密监狱。息

烽集中营革命历史纪念馆与重庆白公馆、渣滓洞

集中营、江西上饶集中营，同为抗战期间国民党

设立的四大集中营。

遵义会址、 红军政治部旧址、 毛主席故居：

1935 年 1 月， 遵义会议的召开确立了以毛泽东

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 这次会议挽救了

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

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桐梓娄山关： 海拔 1400 米的娄山关是川黔

公路的咽喉，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1935 年，

遵义会议后， 毛主席在娄山关全歼敌人 3 个团

后，写下不朽诗篇：“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

从头越” 。

赤水：四渡赤水之战是红军长征中最精彩绝

伦的军事行动， 毛主席称此役是他平生得意之

笔。 四渡赤水纪念馆包括四渡赤水纪念馆主馆、

中国女红军纪念馆、红军医院纪念馆、红九军团

陈列馆、赤水河航运历史展览馆、赤水河盐文化

陈列馆、土城古镇博物馆等馆群，以及毛泽东住

居、周恩来住居、朱德住居、红军总司令部驻地、

红军总参谋部驻地、红三军团司令部驻地、土城

老街红军驻地、青杠坡战斗遗址、土城渡口纪念

碑等十多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推荐线路二：

安顺王若飞故居———晴隆二十四道拐

王若飞故居纪念馆： 这是纪念和展示王若飞

同志光辉事迹的专题性纪念馆，以若飞精神“一

切要为人民打算” 作为布展主线。 纪念馆从多角

度、 多侧面展现了王若飞不同时期的经历和参与

的重大历史事件，突出了王若飞的历史地位。

晴隆二十四道拐：这段抗战公路是“史迪威

公路” 的形象标识。 二战时期，美国的援华物资

经过滇缅公路到达昆明以后，必须要经“二十四

道拐” 滇黔线才能送到前线和重庆。 二十四道拐

成了中缅印战区交通大动脉，承担着国际援华物

资的运输任务，为抗日战争取得全面胜利作出不

可磨灭的贡献。 沿着这条线路继续向西，还可以

参观贞丰红八军革命遗址和滇、桂、黔革命根据

地遗址等。

推荐线路三：

黎平会议会址———黄平飞虎队机场旧

址———铜仁周逸群故居———印江木黄

会师旧址

黎平会议会址：黎平会议会址外观为晚清修

建的普通民居建筑，1934 年 12 月，“黎平会议”

在此召开， 这是红军离开江西后召开的一次重要

会议。红军在紧要关头改变战略方针，变被动为主

动，并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思想和组织基础。

黄平飞虎队机场旧址：抗战期间中美空军的

重要军事基地，此处常驻著名的美国“飞虎队” ，

日起降飞机 100 余架次。 在这里，飞虎队先后参

加湘西会战、衡阳保卫战等著名战役。

铜仁周逸群故居：周逸群是南昌起义的重要

组织者、积极参加者之一，与贺龙同为湘鄂西革

命根据地的创建人。铜仁的周逸群故居展示了周

逸群从在家乡读书，到东渡日本留学，其后进入

黄埔军校，参加南昌起义，创建洪湖苏区，直至

1931 年在湖南岳阳遭遇敌人伏击壮烈牺牲的光

辉一生。

印江木黄会师旧址：1934 年 10 月， 红三军

与红六军团在印江木黄至松桃石梁一带胜利会

师，两军领导人贺龙、关向应与任弼时、萧克、王

震在会师当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红三军恢复红

二军团番号， 确定两军团结合成一个战略单位，

形成统一指挥的战斗整体，并作出新开辟湘鄂川

黔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至此，开始孕育红军

三大主力之一的红二方面军的诞生，有效策应中

央红军胜利完成长征。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钱丽 /整理

■延伸阅读

贵州红色旅游

线路推荐

贵州，不仅有秀美的自然风光和多彩的民族

风情，还有峥嵘岁月留下的红色记忆。 作为红色

旅游大省，贵州的红色旅游资源十分丰富，革命

不可磨灭的印记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

笔。

推荐线路一：

息烽集中营革命历史纪念馆———遵

义———赤水

息烽集中营革命历史纪念馆： 国民党坚持

“消极抗日、积极反共” 反动政策，设立了这一关

押共产党人和爱国进步人士的最大秘密监狱。息

烽集中营革命历史纪念馆与重庆白公馆、渣滓洞

集中营、江西上饶集中营，同为抗战期间国民党

设立的四大集中营。

遵义会址、 红军政治部旧址、 毛主席故居：

1935 年 1 月， 遵义会议的召开确立了以毛泽东

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 这次会议挽救了

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

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桐梓娄山关： 海拔 1400 米的娄山关是川黔

公路的咽喉，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1935 年，

遵义会议后， 毛主席在娄山关全歼敌人 3 个团

后，写下不朽诗篇：“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

从头越” 。

赤水：四渡赤水之战是红军长征中最精彩绝

伦的军事行动， 毛主席称此役是他平生得意之

笔。 四渡赤水纪念馆包括四渡赤水纪念馆主馆、

中国女红军纪念馆、红军医院纪念馆、红九军团

陈列馆、赤水河航运历史展览馆、赤水河盐文化

陈列馆、土城古镇博物馆等馆群，以及毛泽东住

居、周恩来住居、朱德住居、红军总司令部驻地、

红军总参谋部驻地、红三军团司令部驻地、土城

老街红军驻地、青杠坡战斗遗址、土城渡口纪念

碑等十多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推荐线路二：

安顺王若飞故居———晴隆二十四道拐

王若飞故居纪念馆： 这是纪念和展示王若飞

同志光辉事迹的专题性纪念馆，以若飞精神“一

切要为人民打算” 作为布展主线。 纪念馆从多角

度、 多侧面展现了王若飞不同时期的经历和参与

的重大历史事件，突出了王若飞的历史地位。

晴隆二十四道拐：这段抗战公路是“史迪威

公路” 的形象标识。 二战时期，美国的援华物资

经过滇缅公路到达昆明以后，必须要经“二十四

道拐” 滇黔线才能送到前线和重庆。 二十四道拐

成了中缅印战区交通大动脉，承担着国际援华物

资的运输任务，为抗日战争取得全面胜利作出不

可磨灭的贡献。 沿着这条线路继续向西，还可以

参观贞丰红八军革命遗址和滇、桂、黔革命根据

地遗址等。

推荐线路三：

黎平会议会址———黄平飞虎队机场旧

址———铜仁周逸群故居———印江木黄

会师旧址

黎平会议会址：黎平会议会址外观为晚清修

建的普通民居建筑，1934 年 12 月，“黎平会议”

在此召开， 这是红军离开江西后召开的一次重要

会议。红军在紧要关头改变战略方针，变被动为主

动，并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思想和组织基础。

黄平飞虎队机场旧址：抗战期间中美空军的

重要军事基地，此处常驻著名的美国“飞虎队” ，

日起降飞机 100 余架次。 在这里，飞虎队先后参

加湘西会战、衡阳保卫战等著名战役。

铜仁周逸群故居：周逸群是南昌起义的重要

组织者、积极参加者之一，与贺龙同为湘鄂西革

命根据地的创建人。铜仁的周逸群故居展示了周

逸群从在家乡读书，到东渡日本留学，其后进入

黄埔军校，参加南昌起义，创建洪湖苏区，直至

1931 年在湖南岳阳遭遇敌人伏击壮烈牺牲的光

辉一生。

印江木黄会师旧址：1934 年 10 月， 红三军

与红六军团在印江木黄至松桃石梁一带胜利会

师，两军领导人贺龙、关向应与任弼时、萧克、王

震在会师当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红三军恢复红

二军团番号， 确定两军团结合成一个战略单位，

形成统一指挥的战斗整体，并作出新开辟湘鄂川

黔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至此，开始孕育红军

三大主力之一的红二方面军的诞生，有效策应中

央红军胜利完成长征。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钱丽 /整理

寻找红色记忆，重温峥嵘岁月———

国庆假期

贵州红色旅游线路火热

图为推介会现场。

游客在黎平会议会址参观。

� � � � 游客在息烽集中营革命历史纪

念馆用手机留影。

位于遵义市习水县的四渡赤水纪念馆。

视觉中国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