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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您话景区——景区介绍

带您游景区——旅游足迹

为您说时事——时事法制

同您聊“旅游+”——全域旅游

刊首语

随着《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国

发〔2009〕41 号、《国务院关于印发服务业发展“十

二五”规划的通知》国发〔2012〕62 号、《国民旅

游休闲纲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国务院

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

31 号、《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

年）》、《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等政

策文件法律法规的发布，中国旅游业和高职教育事

业迎来了重大发展机遇。

2015 年已然是这项事业发展进程中非常重要

的一年。值此创刊《辉旅游行业资讯》，以期立足

旅游高职教育平台，引导学生关心、关注旅游行业

发展态势，增强学生抓取行业前沿资讯意识和实际

动手能力，强化学生资料搜集、文本编辑、期刊设

计等技能，调动学生自发、自主、自觉提升自我价

值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至关重要！

本刊主编李辉自 2001 年从事旅游高职教育以

来，处处关注旅游行业与时发展，时时思考旅游高

校教研改革，拟为旅游业、旅游教育事业贡献绵薄

之力......乃成：【辉旅游教育】。

“诗意旅游 敬畏自然”是辉旅游的职业理念！

愿以【辉旅游教育】总体思路为指南，以电子期刊

为平台，拓宽渠道，尽心尽力投入旅游高职教育事

业来服务旅游业健康发展！为学生的职业成长保驾

护航、扶上马送一程！放眼未来，终身学习！

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本刊编委均为高职

旅游大类专业在校生，自愿参与，自主设计，每期

责任编辑 1 人，并由执行总编审核，经总编审定后

公开发布，免费传播！

《辉旅游行业资讯》电子半月刊

主 办：辉旅游教育

总 编：李 辉

执行总编：姚雪莹（上半月）、马美琪（下半月）

本期责编：李佳文

上半月刊编委：李佳文、路 鑫、张欣悦

下半月刊编委：周 涛、侯 雪、王明佳

上半月刊：每月 05日发布

下半月刊：每月 20日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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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泸州景点介绍

俄罗斯博物馆景点介绍

贰

吉林冰雪天地景区推荐

喀纳斯湖景区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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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地方性法规贯彻实施

丽江古城文化之旅

红色旅游景点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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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州，四川省地级市，古称江阳，别称酒城、江城，泸州市是川滇黔渝结合部的区域中

心城市，成渝经济圈重要的商贸物流中心，长江上游重要的港口城市；同时也是第三批国家

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地区、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世界级白酒产业基地，国家重要的以

名优酒为主体的食品工业基地、循环型化工基地、清洁能源生产基地、国家高性能液压件高

新技术产业化基地、国家 9大工程械生产基地之一。属亚热带湿润气候区，南部山区立体气

候明显。

泸州老窖

泸州 历史最为悠久的酿酒作坊. 泸州 老窖拥有国家 4A级旅游景区资源，以独家拥有

的“双国宝”优势—国家物质文化遗产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573国宝窖池群”和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泸州 老窖酒传统酿制技艺”，为旅游线灵魂。是探索 中国 浩瀚酒

史文化的旅游胜地。

这里有荣获多项大世界吉 尼斯 之最的“ 中国 第一窖”、展示纯手工酿制技艺生产现

场的参观长廊、79 米长的 泸州 老窖酒史浮雕图、博览 泸州 老窖发展的酒史陈列室、几

百年源用至今的 泸州 老窖酿酒水源 龙泉 井、品酒韵赏古风的“天下第一酒道场”等诸多

特色景点。开发了品评原窖酒、现场灌装 68 度国窖 1573 原窖酒、中华酒道表演等丰富的旅

游项目，供游客游憩、参与和观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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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仙硐

景区主要分为前山、后山和中部农业观光体 验园区。前山栈道奇峻险秀，有天全古寺、

丹霞石壁、银桩矗岩、鼓儿奇石、十二洞天、摩岩石刻、百丈泉韵、凌云道等主要景点。

后山栈道绮丽迷人，两公里原 生态步游道将乐道古镇、抗战小学、状元桥与黄桷滩瀑

布、渣口岩瀑布、永宁河连为一体，曾是通往夜郎古国的最便捷途径，也是诸葛亮“七擒孟

获”的水陆中转 站，沿途林木葱郁，山水相连，流岚鸟趣，曲径通幽，成为泸州近郊独领

风骚的天然氧吧。中部园区有著名的生态茶叶基地、林下养殖基地、十里枇杷长廊和十里梨

花长廊、枇杷、茶叶、竹笋、猕猴桃、黄金梨、林下鸡、天仙腊肉等生态食品名驰遐迩，是

天仙硐旅游区的特色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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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坝桂圆林

张坝桂圆林旅游区地处四川省泸州市东部长江西岸的张坝境内，在张坝境内通过国窖长

江大桥到公园西门仅需 800 米，公园占地面积 4000 多亩。张坝历史悠久，至“湖广填四川”

时，张姓人士从湖北黄州孝感入川，引种了第一批桂圆树，历经三百多年的发展，故称之。

旅游区现有百年以上桂圆树 15000 多株，荔枝 2000 多株，桢楠树 1000 多株，素有“江畔氧

吧，绿色天堂”之称。

1994 年，旅游区作为四川生态旅游和四川国际旅游环线景点，已被省政府列为“永久

性绿色保护区”、生态旅游和观光农业旅游区，是集生态、运动、养生、休闲于一体的综合

性休闲度假区。旅游区自然风光旖旎，人文底蕴丰厚，现已形成桂水湖、龙吟溪、龙影长廊、

树王台、张家大院等 40 多个景点，游客在此可漫步栈道之上，留恋龙吟溪边，与青山绿水

为伍，观长江之雄伟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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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古镇

太平古镇地处 古蔺 河与 赤水 河汇合处，依山傍水，街道呈阶梯分布，很早以来就是

川黔商旅聚散之地，素有“小山城”之称，是 四川 省八 大名 镇之一。太平镇也是著名的

革命老区，1935 年，红军长征到达太平镇一带，四渡 赤水 ，留下了诸多珍贵的红色遗址。

境内有红军长征时期四渡 赤水 战役中二、四渡的重要渡口－太平渡、九 溪口 渡口，毛泽

东同志休息处，荣盛通盐号及长征街等红军驻地遗址 30 余处,四渡 赤水 太平渡陈列馆内珍

藏文物 700 余件。

1958 年建成 中国 工农红军四渡 赤水 纪念碑、陈列馆，被 四川 省委、省政府命名

为“ 四川 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983 年，被收入《今日 中国 旅游世界》丛书，以七国

文字向世界介绍，2001 年被中宣部名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2004 年被列为 四

川 省国防教育基地。2007 年，太平镇获得“全国历史文化名镇”称号。 2012 年，太平古

镇成为 泸州 市第二批 成功 创建的国家 4A 级景区。古镇集红色文化、古镇文化、盐文化、

民俗文化、军事文化为一体，目前已成为川南、黔北旅游大环线中的重要旅游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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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荆老林

黄荆老林旅游景区位于四川省南部川黔两省交界处、古蔺县西北部，总规划面积 9122.6

公顷，森林覆盖率 99.14%，分为笋子山（红龙湖）和八节洞（梁家山）两个片区，包含黄

荆老林森林资源和景观资源精华的部分。 地理坐标为东经 105°37′8″～105°53′0″，

北纬 28°6′8″～28°20′16″。属四川盆地向云贵高原过渡带的赤水河流域，是典型的

白垩系红色砂岩中山峡谷丹霞地貌区，成山于古代的燕山运动时期，平均海拔 1300 多米。

史载，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 年），经四川永宁和贵州遵义、仁怀等三府官员会勘划界，

收作官山永远封禁，古树参天，环境幽深，故名“黄荆老林”。黄荆老林旅游景区是地球同

纬度（北纬 28°）唯一保存完好的亚热带原始常绿阔叶林区，被誉为“北纬 28 度线上最后

的处女地”。

黄荆老林旅游景区是国家森林公园、国家 AAAA 级景区、四川省级旅游度假区、四川省

级风景名胜区、四川省级自然保护区。黄荆老林旅游景区内拥有珙桐、红豆杉、桫椤等众多

国家一、二类保护植物，脆蛇蜥、九节狸、高原蛙等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具有景观生态

价值和物种保存价值、观赏价值和科研价值。

【资料转引自：微信公众号耍玩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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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国立北极南极博物馆

俄罗斯国立北极南极博物馆坐落于圣彼得堡，成立于 1930 年，于 1937 年开馆，是俄罗

斯唯一的，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以极地探险为主题的博物馆，深受极地爱好者和探险者的欢迎。

博物馆的馆藏可达 75000 件之多，展览共有三个部分：北极自然环境、北海航线的研究

与发展史和南极洲，北极自然环境讲述了北极地区的恶略环境和居住北极的居民，北海航线

的研究与发展史讲述了探险家的传奇故事、极区航行的历史等，南极洲展区则可看到调皮可

爱的企鹅，通过从南极圆顶屋带回来的冰心了解我们这个星球的历史。在馆内还可以欣赏到

极地考察用的飞机、爱基斯摩女孩儿像、向极地进军的雪地“坦克”、开发北极南极建立功

勋人们的雕像、滑雪板、防寒服、破冰船等，此外，还能看到好多极地动物的标本和照片，

如白鸽、北极熊、企鹅、猎鹰等。俄罗斯国立北极南极博物馆的对外开放时间为周三至周六

的 10:00 至 18:00，周日为 10:00 至 17:00，每周的周一、周二和每月的最后一个周五闭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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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民族学博物馆

人类学民族学博物馆坐落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市大学滨河路、冬宫对面，由彼得大帝

（Peter the Great）下令建造于 1727 年，为俄罗斯最早的博物馆。目前，该博物馆藏有两

百万件作品，广泛收集了世界四大洲的人类学、民族学资料，是世人了解人类学、民族学最

好的地方之一。

多年来，人类学民族学博物馆一直致力于保存和研究自然和人类社会的珍品，为人类研

究民族学和人类学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据说彼得大帝对人类形体有着极大的兴趣，他投入了

巨款用以收集巨人、畸形儿等人体标本，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当然，如果您的心脏不

是特别好，还是不要去参观这里的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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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特列季亚科夫美术馆

国立特列季亚科夫美术馆，是世上最完整收藏俄罗斯绘画精品作的博物馆之一。最初，

特列季亚科夫美术馆只是钟爱艺术、热爱绘画收藏、乐于资助画家进行艺术创作的俄罗斯富

商 -- 特列季亚科夫的私人收藏。1856 年，他用私藏创建了画廊与公众一起分享艺术之感，

1892 年捐给市政当局。

当时特列季亚科夫捐赠的藏品为 1800 件左右。美术馆成立后又陆续收藏了很多经典画

作，从俄罗斯圣像画等古代美术作品到近代杰出美术作品，藏品多达 13 万件。十月革命后

变成国立美术馆，前苏联时期绘画作品继续增加。现分设新旧两馆，旧馆主要展出 20 世纪

初的美术作品，1998 年开馆的新馆则主要展示 1910 年以后的美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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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希金博故居物馆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1799-1837 年）是俄国伟大诗人、近代文学奠基人。

普希金故居博物馆坐落在莫斯科著名的阿尔巴特街上，1831 年的 2 月到 5 月新婚不久的普

希金就住这座浅蓝色的二层小楼里。门口的铜牌上镌刻着“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

于 1831 年 2 月初至 5月中在此居住”的字样。铜牌旁的窗台上，常有人献上一束鲜花。

这座博物馆是于 1986 年 2 月开馆的，它的内部装修是按照 20 世纪 30 年代的设计图重

新修复的。进入故居博物馆须先套上毡拖鞋以保护文物，故居博物馆的一层常年举办题为《普

希金与莫斯科》的展览，大量绘画、画像、地图、手稿、书籍及其他展品，详细介绍了普希

金时代的莫斯科、普希金在莫斯科的活动，以及他的亲人和朋友们。从一座木楼梯登上二楼，

便到了普希金当年居住过的地方，墙上挂了一些画像，陈列了一些手稿、图片之类；另外有

个别家具，如普希金使用过的书桌和普希金夫人使用过的梳妆台，是从别处移来的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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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希金造型艺术博物馆

普希金造型艺术博物馆位于莫斯科，是俄罗斯收藏外国美术作品居第二位的博物馆，也

是莫斯科最大的欧洲艺术博物馆，建设工程于 1898 年开始，1912 年完工。1937 年，为纪念

俄国诗人普希金辞世百周年而改名为普希金造型艺术博物馆。

博物馆的大楼正面是古典式的，有六根圆柱，四周是柱廊。普希金造型艺术博物馆中藏

品超过 64 万件，是俄罗斯国内展示世界艺术的最大博物馆之一，其中，绘画约 3000 幅，版

画和素描 35 万幅，钱币和纪念章 10 多万枚，工艺品和雕塑数千件。藏品中，法国印象派画

家作品和古埃及艺术品尤为著名。此外，馆内收藏了大量的古埃及、古希腊和罗马的雕塑模

制品、出土文物以及西欧及俄罗斯的艺术真品。

博物馆收藏的 3000 多件绘画作品包括拜占廷时期的圣像，波提切利、伦勃朗、鲁本斯

等人的油画，巴比松画派的风景画，印象派画家及凡•高、马蒂斯、毕加索等大师的作品。

【资料转引自：世界风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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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12月 12日晚，一场现实版“冰雪奇缘”在吉林省长春市的冬夜上演，吉林冰

雪新天地盛大开园，用寒冰白雪打造出一场缤纷炫彩的梦

冰雪旅游发展如火如荼的长春，全力践行着“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这个理念，开园

当天便吸引上万游客前来参观游玩，冰雪公园里一片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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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今年长春市冬季旅游主打“冰雪体验”和“都市文化”两大特色，推出了滑雪、

玩雪、赏雪、乐雪等系列冰雪产品和节庆活动，把“冰雪旅游”发挥到极致。

这一次，吉林冰雪新天地共建造独立景观 142 座，将电影、汽车、高铁等城市名片融入

冰雪雕中，打造了雪映红旗、古韵东方等九大主题区。

这一次，吉林冰雪新天地共建造独立景观 142 座，将电影、汽车、高铁等城市名片融入

冰雪雕中，打造了雪映红旗、古韵东方等九大主题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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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的冰，是晶莹的城堡，是多姿的树挂冰花；长春的雪，是透明的翅膀，挥动着人文

情怀。在冰雪新天地，人们对冬天的幻象想与寄托都有了去处。

晶莹剔透的冰雪城堡，被夜空中绽放的彩色礼花映照得五彩斑斓。冬季冻结了时间，冰

雪编织出睡梦，在透明的世界里，快乐也变得纯粹。飞舞的雪，凝结的冰，为一座城市插上

了梦幻的翅膀。

【资料转引自：搜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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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纳斯”是蒙古语，有着“美丽而神秘的湖”之意。湖水来自山峰的冰川融水和当地

降水，海拔在 1374 米左右，是一个坐落在阿尔泰深山密林中的高山湖泊、内陆淡水湖，中

国最深的冰碛堰塞湖。喀纳斯湖雪峰耸峙绿坡墨林，湖光山色美不胜收，有着“人间仙境、

神的花园”之美誉。

喀纳斯湖有着三大奇观，分别是：千米枯木长堤，由枯木形成的壮观风景，在湖上游堆

聚的浮木被强劲谷风吹着逆水上漂；湖中巨型“水怪”，在这片湖中还常常会出现将在湖边

饮水的马匹拖入水中，瞬间消失的情景，使得喀纳斯增添了很多神秘的色彩。关于这一奇观

众说纷纭，最有可能的是当地特产的一种大红鱼，又名哲罗鲑在作怪；还有一奇观是雨过天

晴时才有的奇景，堪称为喀纳斯云海佛光。



诗意旅游 敬畏自然 2021年 1月 第 1期
总第 137期 《辉旅游行业资讯》电子半月刊

辉旅游教育教研网 http://www.huilvyou.cn- 15 -

观鱼台几乎是喀纳斯的必游景点，当你站在山底仰望观鱼台时，你会发现它正像是一个

端然坐于西山之上的香火台。如果你幸运的话赶上天空有云雾缭绕或晚霞夕照的景象，那么

香火台上就像被祥云仙气弥漫其间，妙极了！不登观鱼台，不足以领略喀纳斯美景的极致；

不登观鱼台，更不足以感悟人生的真谛所在。

【资料转引自：腾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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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8日，《连云港市旅游促进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贯彻实施新闻发布会在连云

港发布大厅举行。据悉，该条例是我市首部旅游地方性法规，共有七章、五十四条，分为总

则、旅游规划、产业促进、经营服务、保障支持、法律责任和附则。是我市贯彻实施《中华

人民共和国旅游法》《江苏省旅游管理条例》的重要举措，是全面落实市委市政府依法兴旅、

依法治旅的具体措施，是引领我市旅游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法制保障。

据悉，该条例立足我市旅游发展现状，将“旅游产业促进”分为四节，即山海旅游、文

化旅游、国际旅游和其他旅游，条目更全面、更具体、更清晰，从旅游资源整合、资源集约

化利用、重大项目建设、旅游基础设施、优化旅游交通体等不同方面促进支持旅游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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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推动全域旅游的有力支撑

“全域旅游对于推动单一景点建设向区域文化旅游资源整合，促进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

展，更好满足文化旅游消费需求具有重要意义。”据市文广旅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条例》制

订中贯穿了全域旅游的发展理念，明确市、县（区）按照全域旅游的要求，完善基础设施，

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优化交通体系，实现机场、高铁站、汽车站、港口客运站等交通枢纽与

主要景区、景点之间交通的有效连接。

此外，《条例》还明确了建设“一带一路”国际旅游门户和山海相拥的知名旅游城市的

发展定位，在条款内容的设置上坚持问题导向,针对发展方向、规划编制、公共服务保障、

行业市场监管等八个方面进行具体设定，注重针对性、规范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

二、加快文旅融合的客观需要

《条例》名称突出反映立法指导思想的变化,即主要体现“促进”导向，促进对文旅产

业发展,体现出政府及其部门在旅游产业发展中角色从“管理者”到“促进者”的转变。而

在这种转变过程中，我市也积极推进文旅融合的深入进行，即充分发挥海洋、山体、湿地等

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优势，突出西游文化、山海文化、水晶文化、淮盐文化等地域文化特色，

着力打造宜居宜游的“全域之城”、品位时尚的“文化之城”、灯明景靓的“不夜之城”、主

客共享的“好客之城”连云港文化旅游品牌，成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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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云港市旅游促进条例》不仅为推动全市全域旅游、加快文旅融合发展提供了主导

方向，更为发展旅游新业态、建设旅游名市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支撑。”据市文广旅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随着大众旅游时代到来，旅游从单纯观光到休闲、度假、康养与观光并存，旅

游经营从传统的门店经营向网络等经营转变，旅游者出行方式如自驾游、房车露营等渐成风

尚，旅游新业态如文化旅游、乡村旅游、民宿旅游、工业旅游等不断涌现，旅游的内涵和外

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条例》的制订坚持问题导向，对旅游公共服务、自驾游及营地建设、

互联网经营等进行制度设计, 并做出明确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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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设旅游强市的前提保障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旅游业发展，把旅游业确定为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

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放在助力‘强富美高’新连云港建设的大局中高位推动。”据市

文广旅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道。

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我市开启依法兴旅、依法治旅新阶段的关键之

年，我市旅游业发展正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的重大决策，加大改革力度，转变发展方式，

确保“十四五”规划各项重点事项、重点目标、重点任务落地生根，努力构建文化广电和旅游

工作发展新格局，为“强富美高”新港城建设作出更大贡献。这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实施、目标

的实现，《条例》将提供与之相适应的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值得一提的是，《条例》的制订充分考虑到我市正处于“一带一路”和自贸区建设时期，

明确发挥连云港片区优势，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文化旅游交流合作，开发

国际旅游精品线路；完善口岸等出入境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增开国际旅游航线，大力发展跨

境旅游。同时，发挥医疗产业集聚和口岸优势，规划建设国际医疗旅游合作区，引进国内外

医疗机构，创新康养旅游模式，发展国际医疗旅游和高端医疗服务，打造“旅游强市”。

【资料转引自：微信公众号连云港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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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江古城以四方街为代表的大研镇，已有近 800年的历史，位于丽江纳西族自治县中部，

是一个以纳西族居民为主的古老城镇。它以其古朴的艺术风格和科学的布局艺术闻名于世。

大研镇是一座古城，在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县城中，因形状如同一块碧玉大砚而得名（砚

与研同音）。面积约 1.4平方公里。它始建于宋末初（公元 12世纪末~13世纪初），大研镇周

围无城墙，相传是因为古代丽江世袭的统治者均姓木，若筑城墙，木字加口便成"困"字就不

吉利，因此，这座古老的城镇没有城墙。丽江古城曾是滇西最著名的商贸中心之一，是历史

上茶马古道上的重要枢纽，也曾是滇西北的政治、经济重镇。

大研镇以著名的四方街为中心，向周围呈放射形状布局，街道内巷四通八达，虽不求平

直，但互为通顺，且路面多铺设五花石板雨季不泥、旱季无尘，清澈的玉泉水从城头分成三

岔穿街过巷，城内有建于明清时期的大小石拱桥、石板桥 300多座，还有不少是排放。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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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以四方街为中心，大街小巷排列有序，向四方发展。民居全市土木结构的瓦房，古色古

香，是留存至今的中国古建筑的一笔宝贵财富。。

镇内居民约有 4200多户，这里的民居依山傍水而建，四周均有泉水穿越，水路弯曲，

小桥众多。四方街也是集市贸易场所，每天都有集市，买卖百货、肉食、蔬菜、酥油、药材、

古玩等。1997年 12月 4日，丽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城市。

纳西语称米灌肠为“麻补”，由糯米或饭米、鲜猪血、猪大肠、姜末、五香粉、食盐、

味精等灌制而成，煮制成品后，煎食味道绝佳，外焦里脆，香糯可口，贮藏时间较长，在冬

季贮存一个月都无变味，是一道纳西族传统美味，,故作礼品赠送亲友，以表心意。

鸡豆凉粉是纳西族喜爱的一种传统食品，它产于丽江坝，属黄豆料，因其形状像鸡头部

位的眼睛，故名鸡豆凉粉。这种豆类经碾磨制成粉条，颜色呈灰绿色，煎炸，拌都很入味，

清香可口，是纳西族餐桌上的佳肴。在古城四方街，你能从纳西族老妈妈那里品尝到地道的

鸡豆凉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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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丽江，你可以听到这样的一句民谚；丽江粑粑鹤庆酒。的确，作为纳西族传统食品

的丽江粑粑与鹤庆的名酒一道，名杨四方，遐迩闻名。

【资料转引自：中国旅游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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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一起义纪念馆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不单单是一个纪念馆，还有其所辖的五处革命遗址，分别是总指挥

部旧址、贺龙指挥部旧址、叶挺指挥部旧址、朱德军官教育团旧址以及朱德旧居。现在这些

地方已经基本恢复了以前的陈设，并对外开放，大家可以看看过去的英雄是在怎样的地方建

功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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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

陵园大门的园标“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这九个大字由参加过井冈山战斗的老红军宋任

穷所题写，院内的陈列室陈列着当年参加过井冈山斗争是的革命先烈。据统计，当年井冈山

革命根据地包括周边七个县市范围牺牲的烈士共 15744 位。

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是茨坪中心景区新辟的主要革命人文景观。它位于茨坪北面的北岩

峰上。陵园于 1987 年始建，同年 10 月建成并开放参观游览。1997 年 10 月，由邓小平题

字的“井冈山革命烈士纪念碑”落成剪彩。

陵园于 1987 年始建，同年 10 月建成并开放参观游览。1997 年 10 月，由邓小平题字的

“井冈山革命烈士纪念碑”落成剪彩。陵园整体建筑包括陵园门庭、纪念堂、碑林、雕像园、

纪念碑五大部分。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95%E5%86%88%E5%B1%B1/2833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C%A8%E5%9D%A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2%93%E5%B0%8F%E5%B9%B3/11618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95%E5%86%88%E5%B1%B1%E9%9D%A9%E5%91%BD%E7%83%88%E5%A3%AB%E7%BA%AA%E5%BF%B5%E7%A2%91/295339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95%E5%86%88%E5%B1%B1%E9%9D%A9%E5%91%BD%E7%83%88%E5%A3%AB%E7%BA%AA%E5%BF%B5%E7%A2%91/295339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A%AA%E5%BF%B5%E5%A0%8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A%AA%E5%BF%B5%E7%A2%91/6679497


诗意旅游 敬畏自然 2021年 1月 第 1期
总第 137期 《辉旅游行业资讯》电子半月刊

辉旅游教育教研网 http://www.huilvyou.cn- 25 -

三、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纪念馆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现址上海市兴业路 76 号。1921 年 7 月 23

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此举行，出席会议的由 13 人，共代表全国 53 名党员。

由于还没有解放，为避开法租界巡捕房注意，大会在最后一天转移到浙江。此次大会通过了

第一个党纲和工作任务决议，选举产生了党的领导机构，对未来的解放斗争有巨大的影响。

中共一大会址原楼于民国九年（1920 年）夏秋间建，与左右紧邻 4幢同类房屋同时建

成，属贝勒路树德里黄陂南路 374 弄）一部分。为上海典型石库门式样建筑，外墙青红砖交

错，镶嵌白色粉线，门楣有矾红色雕花，黑漆大门上配铜环，门框围以米黄色石条，门楣上

部有拱形堆塑花饰。

原有楼房共 2 排 9 幢，一上一下，砖木结构，坐北朝南。其中南面一排 5 幢房屋沿兴

业路（原望志路）。会址即在西首两幢。北面一排 4幢在黄陂南路（原贝勒路）树德里弄内。

全部占地面积 600 平方米，建筑面积约 900 平方米，均按当年外貌原状修复。

纪念馆西侧的新馆外观与旧建筑风格保持一致，占地面积 715 方平方米，建筑面积 2316

平方米。

专题陈列室面积 460 平方米，分上下二层。展厅采用多功能金属展柜，可自由组合，能

满足临时展览各种布展的要求。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0%91%E5%BE%B7%E9%87%8C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BB%84%E9%99%82%E5%8D%97%E8%B7%A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F%B3%E5%BA%93%E9%97%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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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百色起义纪念馆

大家都知道百色起义，它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桂系军阀的嚣张气焰，在中国革命史上留

下了光辉的一页。百色起义纪念馆不仅是中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之一，也是展示革命精

神的重要地点之一。

1929 年 12 月 11 日，邓小平、张云逸、陈豪人、李明瑞、韦拔群、雷经天等，领导了

威震南疆的百色武装起义。百色起义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桂系军阀的嚣张气焰，在中国革命

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2%93%E5%B0%8F%E5%B9%B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9%88%E8%B1%AA%E4%BA%B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D%8E%E6%98%8E%E7%91%9E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F%A6%E6%8B%94%E7%BE%A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B%B7%E7%BB%8F%E5%A4%A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9%BE%E8%89%B2%E8%B5%B7%E4%B9%89/310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1%82%E7%B3%BB%E5%86%9B%E9%9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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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遵义会议会址

遵义会议的遗址其实是国民党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私邸，建筑特色将中西结

合，为二层楼房。在这里主楼原房主的小客厅召开的遵义会议，做出了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

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具有历史意义的决策。

遵义会议会址，位于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老城红旗路（原子尹路）80 号，老地名叫琵

琶桥。会址原系国民党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私邸。建于 20 世纪 30 年代初，建筑为

砖木结构，中西合璧的两层楼房。

民囯二十四年（1935 年）1月初，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遵义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

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司部与一局（负责作点）即驻在这幢楼房里。1月 15 日至 17 日，遵义

会议（即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在主楼楼上原房主的小客厅举行。这次会议确立了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

1961 年，遵义会议会址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5 年，被评为

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 2018 年 11 月 24 日，入选“第三批中国 20 世纪建筑遗产项目”。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1%B5%E4%B9%89%E5%B8%82/170656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F%8F%E8%BE%89%E7%AB%A0/650753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5%B7%A5%E5%86%9C%E7%BA%A2%E5%86%9B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8D%8E%E8%8B%8F%E7%BB%B4%E5%9F%83%E5%85%B1%E5%92%8C%E5%9B%BD/170340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1%B5%E4%B9%89%E4%BC%9A%E8%AE%AE/6408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1%B5%E4%B9%89%E4%BC%9A%E8%AE%AE/6408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F%9B%E6%B3%BD%E4%B8%9C/11383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A8%E5%9B%BD%E9%87%8D%E7%82%B9%E6%96%87%E7%89%A9%E4%BF%9D%E6%8A%A4%E5%8D%95%E4%BD%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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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会议室

原为房主的小客厅。 会议室呈长方形，面积 27平方米，室内陈设，基本上是当年开会

时的原貌。屋子正中的顶壁上悬挂着一盏荷叶边盖的洋员灯，屋子的东壁有一只挂钟（原物）

和两个壁柜（原物），其中一个壁柜上嵌着一面穿衣镜。西壁是一排轩亮的玻璃窗。屋子中

央陈列着一张板栗色的长方桌（原物），四周围着一圈木边藤心摺叠靠背椅，共 20只，为出

席遵义会议的人员所坐。长方桌下有一只烧木炭的火盆，为当时取暖用。

周恩来的办公室兼住室

周恩来的办公室兼住室在会址主楼西头的第一间。室内按原状陈列：一张老式的暗褐色

的木架子床上，铺白色粗布垫单，有一床灰色薄棉被；窗下一张红漆九屈桌上有铜墨盒、瓷

质毛筒、美孚罩子马灯、军委会信 、信封、毛笔、铅笔等物件。室内一角置一挑铁皮公文

挑箱。壁上持手枪、望远镜与竹斗笠。在引人注目的壁上还挂着一帧周恩来长征到达陕北后

的留影。这张珍贵的历史的历史照片为美国友人埃德加·斯诺所摄。

朱德和康克清的办公室

朱德和康克清的办公室兼住室在会址主楼东头第一间，与周恩来的办公室兼住室相对。

室内按原貌陈列，一张浅红色的老式木架床上，铺着白色粗布垫单、一床灰薄被、一床棕黄

色的老式俄国毯。室内一角有一对铁皮公文挑箱。窗下的红漆九屈桌上有铁座马灯、军委会

信 、信封、毛笔、红蓝铅笔等物件。壁上挂竹斗笠、狗版手枪（康克清所用）、望远镜以及

朱德和康克清长征到达陕北后在窑洞前的合影，为中国著名摄影家吴印咸所摄。

【资料转引自：今日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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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界改变世界，行走改变命运！

未来，为旅游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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