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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群关注红色文化的志
同道合者相约走进贵州大娄山莽莽
丛林，去探寻在攻打娄山关战斗中
牺牲红军烈士的坟茔。

作为这一工作的倡导组织者，
我从小就聆听老人们讲述那段悲壮
的历史，读大学时在娄山关亲耳听
过老红军讲述战斗过程，对这段历
史充满了崇敬。贵州省遵义市桐梓
县医院退休的梁隆贤女士，长期钟
情于红军故事，退休后更是立志走
遍县境里有红军足迹和故事的地
方。她遍访当年的见证人和知情
者，写下了厚厚的《红军长征在桐
梓》。从她口中我们得知，点金山深
处的密林中有传说中的红军烈士
墓。我们决定前去一探究竟。

梁昌元老人当年给红军带过
路，现在，在他的孙子梁正彬的带领
下，我们从点金山山腰的梁家老屋
前开始了娄山关红军墓的探寻之
旅。我们由北向南沿着点金山山腰
依稀可辨的茅草小道向娄山关方向
一路前行。由于年代久远，这条路
难以辨认，时而是悬崖，时而是密
林，行进一段后只能凭借梁正彬的
记忆，在密林杂草中挥刀开路前
行。经过近 2 小时的艰难行进，我
们终于来到了被乡人称为红军坟垭
口的地方。

红军坟垭口是位于点金山和转
山间的一个小垭口，这一地名不见
于当地志书或任何地名录，它是老
百姓口中的名称，源于这里安葬着
红军烈士。梁正彬用柴刀在密林中
砍出一条通道，我们眼前处于垭口
点金山一侧的坡上排列着3座几乎
淹没在荒草密林中的乱石堆。“这就
是红军墓了。”梁正彬告诉我们，他
小时候，学校组织学生来此扫过墓，
上世纪 70 年代曾有解放军拉练到
此祭拜红军烈士墓。几十年过去，
小道弃用，人烟荒芜，这里也沉寂下

来，眼前的红军墓已完全淹没在密
林荒草与石堆中。简单的打理后，
我们虔诚地祭拜先烈，告慰英灵，后
人并没有忘记他们。总有一天，这
里会成为人们礼敬烈士的重要场
所。随后，梁正彬又把我们带到垭
口另一端的转山脚下，又有 2 座烈
士墓呈现在眼前。

5 座烈士墓偏东约 200 米左右
还有一个石堆，向导钟庆武告诉我
们，这里也是一座红军烈士墓。钟
庆武缓缓向我们讲述了一个鲜为人
知、感人至深的故事。1935 年 2 月
下旬的一天，钟庆武的父亲钟吉元
为红军带路，行至红军坟垭口，密集
的子弹突然飞来，从钟吉元耳边呼
啸而过，鸣鸣作响。钟吉元哪经历

过这种场面，愣神之际一位红军突
然将他扑倒，当他爬起身时才看到
把他扑倒在地的红军战士已中枪牺
牲。没有留下一句话，没有留下名
字，那位红军战士就这样永远躺在
了这片土地上。战斗结束后，钟吉
元把红军遗体背上垭口较高处点金
山东坡面安葬。后来，为了长伴自
己的救命恩人，钟吉元举家迁入点
金山东面坡下的大山中，靠开荒种
地、打猎采集过着较为原始的生活，
朝夕与自己的救命恩人相伴。

钟庆武动情地告诉我们：“我从
小就在荒无人烟的大山中与父亲种
苞谷套山羊。父亲叫我们常来红军
坟祭拜，替红军恩人垒坟。”钟吉元
老人过世后也埋在了大山中，永远
与恩人为邻相伴，钟庆武兄弟则搬
出了大山，在邻近的红花园落户，便
于为父母及红军看护扫墓。

钟庆武的讲述没有渲染，没有
煽情，却有感人至深的力量！我们
一行人随即建立了点金山红军烈士
墓修缮微信群，并约定今后要为娄
山关战斗烈士纪念设施建设的推进
工作尽自己的微薄之力。

秋天到了，又是一片落叶黄。
秋日放松心情哪里去？当推河南省固

始县西九华山，那里群山叠翠，郁郁葱
葱，是个可以修身怡情的地方。西九华山
是大别山南麓一个风光奇异、景观独特的
山脉，平均海拔 500 米以上。此山与安徽
九华山东西分立，互为姊妹，故佛门有

“东九华、西九华”之称。
时光流转，如今，西九华山这位养在深

闺的“小家碧玉”，经过一番梳妆打扮，竟然
华丽转身，以万亩茶园、竹海、森林、湖泊和
峡谷瀑布群为主体，以佛教文化为内涵，以
豫南民俗为基调，形成茶、竹、禅三位一体，
山、水、情天人合一的景观特色，成为名动
豫南皖西鄂北的“大家闺秀”。

秋意浓浓，邀上三五好友，走进西九华
山，登山畅游，既有雅趣，又可健身，也是一件
幸事。出固始县城往南行百余里，眼前呈现
淡绿色绵延起伏的山峦，西九华山到了。

西九华山的秋是宁静的，不声不响地出
现在树间枝头。山风吹过，飘过缕缕清香。
足至目及，山峦俊秀挺拔，溪流清澈萦回，风

光自然原始，空气清纯新鲜，不禁让人心旷
神怡、神采悠然。西九华山是都市人放松心
情、寄情山水的好去处，在此既可以享受有

“贡鱼”之誉的长江河鱼美味，也可以踏足羊
肠小道欣赏清泉石上流的雅韵。

西九华山的秋是有禅意的。千年古刹
妙高寺坐落在西九华山的半山腰，见证着
岁月的沧桑和繁华。妙高寺始建于隋 （公
元 581 年—公元 618 年），盛于明清。相
传，这里是新罗国 （今朝鲜） 金乔觉王子
卓锡在中原地区的第一道场，因而妙高寺
成为鄂豫皖三省交界处最负盛名的佛教圣
地之一。沿着蜿蜒的山道缓缓而上，漫山
遍野的竹林扑入眼帘。竹子茂盛，从山脚
一直蔓延到山头。攀上 666 级台阶，登上
妙高寺南天门。极目远眺，远处是云雾缭
绕的大别山风光，近处是绿色的竹海，山
下的长江河水似玉带逶迤远方。一花一世
界，一树一菩提，一念一清静……在这里
或许可以感悟生活的禅意。

西九华山的秋是有温情的，牵扯着人
们的思绪。最吸引人的是“山水画廊”留
梦河谷。数百年前，清乾隆皇帝南巡途中
曾在此逗留半月，不仅留下了御笔诗篇，
还产生了“枕波留梦”的传说，“留梦河
谷”由此得名。柳木河贯穿河谷始终，河
谷内有白龙潭瀑布，飞流直下，蔚为壮
观。特别是一些因潭水而半淹的枯木，常
常变幻出五颜六色的景致，吸引摄影爱好
者前来采风。山映着水，水连着山，连绵
不绝，浑然一体，处处含情。风景的完美
呈现，宛若古典丽人款款而行，仪态万
千，让人为之欢呼，为之倾倒，同时也让
无数游人流连忘返。

西九华山的秋，层林尽染，红枫似
火，把季节点染得妩媚动人。走进西九华
山，我总是有太多的感慨，总是有太多的
眷恋。回望已经沐浴在夕阳余晖里的西九
华山，看那一排排迎客的民宿房，心底生
出无限暖意。

左图：西九华山。夏 义摄

“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
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季节轮回，
转眼又是重阳。好久没有回老家看望
母亲了，我决定重阳节陪母亲去赏枫。

重阳那日，我们一家人早早就向
中国枫叶之都——辽宁省本溪市出
发。因担心母亲身体吃不消，我们便
选择了大石湖景区，那里地势平坦些，
少些登高的劳累。

一路上，很少走出家门的母亲，欣
赏沿途的风光，新奇一直挂在脸上。
渐近景区，远远望去，只见那万顷群
山，层林尽染，如画色一般，母亲欣喜
地指给我们看。母亲惊叹这大自然的
神奇之时，我们更欢喜母亲脸上灿烂
的笑容。

走进大石湖景区，这里一边是水，
一边有山，山水相依，视野开阔，行人
可以沿溪边而上，也可以沿小路恣意
地游走在枫林之中。那红叶高低错

落，片片流丹，各领风骚，美艳无
比。你可以俯身细赏，也可以抬头仰
望：酱紫的、深红的、浅褐的、金黄
的、碧绿的……点缀着茫茫群山。此
时，眼前的美景如丹青妙手游戏于林
间，随意涂抹着这般绚烂的色彩，愉悦
游人的双眼，即使那从空中飘落的叶
片，也如一只只彩蝶，在秋日的晴空划
过一道轻柔而美丽的弧线！

我们陪着母亲漫步前行，母亲从
没见过如此多的红叶，她的脸上写满
笑意。晨曦中的大石湖，四周山色空
蒙，云雾缭绕，湖面静谧得如一块无瑕
的翡翠。再看山间那湾浅浅的溪水，
唱着潺潺之歌，一路欢快地向前奔去，
偶尔落入坦途，又总会被游人戏水的
双手捧起抑或从他们的指间滑落，随
之是一串串银铃般的笑声……那水间
光滑的石块，静默于龙潭圣境，不争不
显，安享其趣。

“若待山林花似锦，出门俱是看花
人。”如此美景，游人自是络绎不绝，虽
名胜景点不比关山，但仅是赏枫，我只
觉大石湖就好。徜徉枫林之中，不想
错过这枝，却是那枝已在身后。母亲
向来喜欢花草，她一边游赏，一边不忘
了为她的小孙女收集飘落的枫叶，还
捡拾一些花种。我拉着母亲正要转
身，身后的一位摄影者兴奋地对我说：

“你刚才和老人的侧脸表情太漂亮
了！”哦，我先是一惊，后一笑，我们只
是借了这“枫色”而已。“正入万山圈子
里”，游人恰在画中游。

母亲的白发在如丹的枫叶中飘
动，被枫色衬得绯红的脸上，会心的笑
容如一朵绽放的秋菊，质朴而从容。
我猛然醒悟，刚刚那位摄影者口中的

“漂亮”大概也是此意吧。这画面应是
深秋枫林中最美的风景。看母亲自
在、欢喜的神情，如孩童般的笑容，我
心中不免为之欣喜。我挽着母亲的胳
膊，边走边说：“妈，以后有时间，我们
就带你去旅游。”“不用了，只要你们能
常回家看看，比啥都好。”母亲不假思
索地回答。我心里一震，为子女辛苦
忙碌了一辈子的母亲，要求我们的总
是太少了。陪伴，才是最好的爱！

我想，此情此景，一定会是我记忆
中最美的一幕。在这样一个明丽的金
秋重阳，可以陪古稀之年的母亲登山
赏枫，可以挽着母亲看花拍照，静美的
岁月中不免又多了一份感恩，一份感
动，一份幸福。

上图：大石湖景区的“枫”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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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群体纷纷加入

国庆假期，大学生刘子晗和几位
同学结伴从南京出发，前往江苏常熟
阳澄湖畔，在沙家浜体验了一次红色
之旅、绿色之旅。中共地下党员阿庆
嫂掩护 36 名新四军伤病员，与敌人
斗智斗勇的故事家喻户晓。“沙家浜
名气很大，到了实地受到的触动更
深。”刘子晗和同学们一同观看了实
景剧 《芦荡烽火》 和 《让子弹飞》，

“这样的方式比书本来得更生动，让
人身临其境。”

像刘子晗这样的年轻游客在各大
红色旅游景点越来越多。飞猪旅行的
数据显示，年轻人参与红色旅游的热
情持续高涨，国庆期间，“00 后”红色
旅游的酒店预订量暴涨超20倍，红色
景区一日游预订量增长超8倍。

针对这一变化趋势，红色旅游景
点也推出了一系列主题游产品，更加
重视游客的参与和体验，以满足年轻
游客群体的需要。山东临沂的沂蒙红
色影视基地推出了情景剧“红嫂救伤
员”，游客们不仅可以观看，还可以参
与其中，新颖生动，游客热情高涨。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外的领
票处，游客排起了一条长长的队伍。
现场工作人员介绍，国庆期间，来参
观的游客中年轻面孔很多，还有许多
带着孩子的年轻父母。“看完国庆大

阅兵之后，孩子一直很激动，所以带
他来这里进行一次爱国主义教育。”
来自浙江杭州的王先生介绍，自己所
在单位曾组织过多次来此处的参观活
动，“到这里看展览，听党课，学党
章，看红船，每次都有新收获和新感
悟。纪念馆周边风光秀丽，配套设施
完备，很适合带孩子出行。”根据飞
猪旅行的统计数据，嘉兴位列红色旅
游目的地前十位。

举家出行“正家风”

“‘微雨欲来，轻烟满湖，登楼

远眺，苍茫迷濛。’说的就是南湖的
景色。湖心的小岛上有一座‘烟雨
楼’，矗立在青翠的大树丛中。小岛
四周垂柳拂水。早晨阳光透过树梢，
照着五光十色的画檐，湖面上红绿相
映的倒影随着微波荡漾，和三三两两
的小舟构成一幅极美的图画。”10月
6 日，浙江嘉兴南湖旁的一处广场
上，来自山东的游客魏先生给儿子熟
练地背诵出自己小学时的语文课文

《南湖》。“我是通过这篇课文认识南
湖的，一直心驰神往，这么多年过
去，今天终于有机会带着全家人一起
来到实地。”魏先生兴奋地对记者
说，“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来到
这里，更有纪念意义。”

广场边立了一处国旗背景墙，游
客们纷纷排队在此留影。记者注意
到，许多小学生还专门佩戴上了红领
巾，庄严地行中国少先队队礼。

“南湖我来过多次，这次我们全
家三代共 11 人一同前来。这里国庆
氛围浓，红色文化底蕴深厚，很适合
家庭出游。”上海游客桂先生说，“父
母常说‘不能忘本’，这次旅行对他
们来说是一次‘寻根’之旅，对孩子
来说，则是一次最佳的社会实践。”

同桂先生一家一样，“正家风”
成了这个假期许多家庭出游的共同目
的。在山东临沂沂蒙革命纪念馆里，
扶老携幼的参观人群比比皆是。廖勇
已在临沂定居 20 多年，对这片土地
感情深厚。“沂蒙精神和红色家风在

这里代代相传，我身边的许多朋友都
会经常带孩子参观家门口的这个纪念
馆 ， 把 它 当 成 家 庭 教 育 的 重 要 途
径。”廖勇对记者表示，“这是一种很
重要的传承。”

“红色旅游+”出新内涵

红色旅游是一种具有特殊教育意
义的文化旅游，随着发展，它的文化
内涵越来越丰富，文化包容性越来越
强。红色旅游也逐渐进入全方位发展
阶段，产品更加丰富多元。目前，除
了参观红色旅游点之外，“红色旅
游+绿色旅游”“红色旅游+生态旅
游”“红色旅游+民俗旅游”“红色旅
游+研学旅游”等，已成为红色旅游
较常见的融合发展方式。

广东梅州当年属中央苏区，境内
有多处革命时期的红色旅游景区景
点。为突出梅州红色旅游的特色，创
新发展，梅州市推出了一系列举措，
力求守正出奇。《梅州市红色旅游发
展规划(2018-2035)》 提出，要打造
梅州红色旅游核心区，建设3条廊道
联动、8 个原中央苏区县 （区） 示
范、13 个重点项目支撑的梅州红色
旅游发展空间体系，把梅州打造成为

“广东省红色旅游典范城市”、全国
“原中央苏区红色旅游与乡村振兴协
同发展示范区”。此外，做好“红色
旅游+”也是梅州选择的重要路径。
目前，梅州以红色旅游为中心，整合
当地客家文化、民俗风情等，打造

“红色+客家人文”“红色+绿色生
态”“红色+美丽乡村”等复合型旅
游产品，产生了良好的市场效益和社
会效应。每逢节假日，红色旅游都成
为梅州旅游市场的一大亮点，吸引各
地游客。

国庆期间，记者沿京沪线从北京
南下，在多个红色旅游景点走访发
现，山东临沂的“红色旅游+研学旅
游”、江苏常熟的“红色旅游+生态
旅游”、浙江嘉兴的“红色旅游+休
闲旅游”等，都为参加红色旅游的游
客提供了更多样的选择，并为红色旅
游未来的发展积累经验。

上图：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
前的游客。

左图：游客在红船雕塑前拍照。

人气持续高涨的红色旅游是这个国庆假期旅游市场上

的主角，成为许多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重要内容。

多家在线旅游企业发布的旅游大数据显示，红色旅游越来

越红，并呈现出新特点、新趋势、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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