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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4 日，晨曦初现，乐安县湖坪乡汉上村还是一派

静谧。

天刚蒙蒙亮，王宗耀就出门了，沿着房子周边的鹅卵

石路踱步。房子是祖屋，落成于清道光甲申年，距今已有

198 年，门楣上“大夫第”三个字依然清晰可辨，在远方模

糊不清的山体映衬下，厚重而深远。

自打几年前老伴走后，83 岁的王宗耀就开始了一个

人的生活，远在山东的儿子早就提出，希望他搬过去能够

有个照应，老人却始终不愿松口。

王宗耀放不下的不仅仅是这一幢祖祖辈辈留下的老

房子，更让他惦念的是屋子里那些当年红军留下的标语

和漫画。标语、漫画共有 30多条（幅），分布在不同的墙面

上，黑色的墨迹或浓或淡，有的墙面还清晰地留着一个个

弹孔，斑斑驳驳的，让标语、漫画显得更加生动。这些标

语和漫画给老屋增添了许多年轻气息，因为经常有年轻

游客闻名而来，只要在家，王宗耀就会兴致勃勃地主动上

前为他们讲解。

墙上有一幅漫画，寥寥数笔勾画了一个战斗场景：

天上飞机在飞，半空中有炸弹坠落，地面山头两军对垒，

一位军官被击中，上面写了几个标记身份的字样“白军师

长李明”。对此，老人颇有几分骄傲，因为漫画所描绘的

场景，是一场红军史上的经典战役。

1933 年 2 月 27 日至 3 月 1 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

德、总政委周恩来指挥中央主力红军在黄陂、蛟湖和登仙

桥一带，采取声东击西与大兵团伏击的战略战术，歼灭敌

军两个师，其中 52 师师长李明重伤不治、59 师师长陈时

骥被活捉，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创造了红

军大兵团伏击战的先例，即著名的“黄陂战役——登仙桥

大捷”。

虽说红军记录登仙桥大捷的漫画就在王宗耀家墙

上，但登仙桥距他家还有一段距离，约 50 公里路程。不

过，黄陂战役三个月后另一件载入党史、军史的大事件，

就发生在他家门口。

1933 年 6 月至 7 月，红一方面军在乐安县湖坪进行军

事整编，内容包括取消“军”的番号、按“三三制”原则把原

来的小军小师改编为大师大团、原来的小团编为营等一

系列动作，史称“大湖坪整编”。整编后新成立的“东方

军”在彭德怀带领下入闽作战，歼灭了大量敌人，缴获了

大量军事物资，为扩展红色区域、巩固中央苏区作出了重

要贡献。

历史的硝烟早已散尽，但当年红军驻军乐安时，在城

乡山村书写的数千条标语依旧历历在目，时刻提醒和激

励着后人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2006年，乐安县文物管理部门开始搜集与红军有关的

文物，在山砀镇口前村居民住宅内，第一次发现了近 40条

非常清晰的红军标语，主要内容有“农民起来打土豪分田

地”“红军是工人农民的子弟兵”等等。此后十几年里，全

县 13 个乡镇陆续发现了 3800 余条各种形式的红军标语，

这些红军标语无论是数量、时间跨度、内容、种类形式等都

是全省之最，在全国也不多见。

红军标语是见证中国革命历史风云的“活化石”。在

乐安，当地政府重视红军标语的发掘和保护，成立全省首

家红军标语博物馆。民间也涌现出了一大批守护者，其

中万崇镇池头村 85 岁的邱希仁和 82 岁的邱惠仁叔侄，发

起倡议自筹资金修复有着 112 条红军标语的祖屋的故事

广为人知。

“年轻时候我就告诉孩子们不能在墙上乱涂乱画，如

今儿孙都在外地，我还要一直守护下去，让越来越多的人

知道，当年红军在这里战斗过。”王宗耀的话语中流露出

坚定如磐的信念。

王宗耀们倾心守护的红军标语背后，记录着乐安这

片革命先烈用鲜血和智慧浸润的红色土地上，一段永远

不能抹去的烽烟往事。

赣江水道，英雄故土。

细数近代江西，有辉煌的革命历史，也有无

数共和国缔造者们血染的风采，他们留下了许多

弥足珍贵的革命印迹——

全省现存不可移动革命文物 2960处，可移动

革命文物 43650 件/套，87 个县（市、区）列入革命

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分县名单，普查登记红色标语

过万条。

我省率先在全国出台《江西省革命文物保护

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是让红色江西光芒

闪耀的具体体现。

《条例》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和可移动革命

文物分别明确了相应的保护措施。对不可移动

革命文物，强调原址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损

坏或者擅自迁移、拆除，无法实施原址保护,必须

迁移异地保护或者拆除的,应当依法报请批准；对

可移动革命文物，规定应当及时抢救修复濒危珍

贵可移动革命文物,优先保护材质脆弱的珍贵可

移动革命文物,完善藏品保存环境监测调控设施,
改善藏品保管、陈列展览条件,加强可移动革命文

物的预防性保护。

不知道从哪里来，就不知道要到哪里去。中

国共产党的革命历史，是一部波澜壮阔、可歌可

泣的革命史、英雄史、斗争史，充满了信念的力

量、历史的担当。

正是如此，此次《条例》的出台，特别突出了

红色资源传承运用，强调革命文物与教育、旅游

的融合，通过理论研究、免费开放、宣传传播等拓

宽传承运用的途径与方式，建立红色基因传承长

效机制。

有来处，知去处。作为充满红色记忆的土

地，面对庞大的红色资源，我省较早前就重视革

命文物保护立法工作，地方上陆续出台《赣州市

革命遗址保护条例》《吉安市红色文化遗存保护

条例》，赣南等原中央苏区革命遗址整体保护、红

色标语保护利用、革命文物宣传等方面成效显

著。但与新时代革命文物保护要求相比,我省革

命文物保护工作还存在不足,大量革命旧址历经

风雨侵蚀、自然损毁，保护状况不容乐观，急需修

缮；不少馆藏革命文物由于保存设施简陋、保存

条件差，急需修复。

让革命文物“活”起来，时不我待。一条时间

线见证了江西在革命文物保护上“作示范、勇争

先”的决心。

2021 年 3 月中旬，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组织

专班完成《条例》初稿。2021 年 4 月初，经省委同

意，《条例》增补为省人大常委会 2021年提请审议

的立法项目。2021 年 9 月，省政府将《条例》草案

提请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2021 年 10 月，省

人大法制委、常委会法工委赴省内开展调研，听

取各方面的意见。在通力合作、深入调研、多次

协调和反复修改的基础上，2021 年 11 月 19 日，省

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全票通过

了《条例》。国家文物局高度评价我省革命文物

立法的创新举措。

2022 年元月 1 日，该《条例》正式实施生效。

从此，我省的革命文物将得到更好的保护、传承、

利用。

追寻红色印记，传承红色基因，在全国爱国

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赣州宁都中央苏区反“围剿”

战争纪念馆，展厅里一部半电台、一枚弹片、一步

机枪、一幅标语漫画、一个公文包等都成了网红

展品。从纪念馆珍藏的革命文物延伸，该馆在宁

都首份革命刊物《孤灯报》办刊地——宁都师范

附属小学打造了一堂《一船红中国，孤灯照光明》

“开学党史第一课”，让孩子们筑牢理想信念之

基。

红色里有凝望的高度，红色里有追寻的信

念。我辈当以青春赓续，让红色江西更为鲜艳。

红色江西
光芒闪耀

□ 本报记者 钟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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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4日，迎着冬日的暖阳，记者沿着弯曲的盘山公

路来到位于寻乌县项山乡福中村的罗福嶂会议学习园。

罗福嶂山灵水秀，海拔达1529.8米，地处赣闽粤三省交

界处，有“一脚踏三省”的美誉。1929年，毛泽东、朱德等老

一辈革命家在罗福嶂召开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前委扩大会

议，史称“罗福嶂会议”。“罗福嶂会议是红四军在极端困难条

件下召开的一次具有转折意义的会议，在党史、军史上有重

要历史地位。”寻乌县党史办主任曾令忠告诉记者。

如何进一步保护开发利用罗福嶂会议旧址，寻乌积

极探索实践，并赢得深圳市百合控股集团 3000 万元捐资

支持。2021 年 12 月 28 日，高标准打造的罗福嶂会议学习

园正式面向公众开放。

“1 月 1 日，《江西省革命文物保护条例》的出台，更加

坚定了我们传承运用红色资源的信心和决心。我们在会

议旧址的基础上进行保护性提升规划建设，既遵循修旧

如旧的原则，尽最大可能还原当时历史原貌，又通过多种

创新形式对这段珍贵的历史进行立体展现。接下来，将

按照《条例》有关要求，进一步发挥学习园在党史学习、精

神传承、红色旅游、乡村振兴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曾令忠

介绍，学习园总规划建设面积约

22 亩，包括罗福嶂会议旧址、毛泽

东同志旧居等项目。

革命旧址见证了党和人民英

勇奋斗的光荣历史，是党和国家

的宝贵财富。赣州是原中央苏区

核心区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中央

红军长征出发地，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在此浴

血坚持，18 个县（市、区）中有 13 个“全红县”、15 个“老区

县”。全市共有革命遗址 688 处 775 个点，各级革命类文

物保护单位 389 处 472 个点。长期以来，赣州高度重视革

命文物的保护工作，革命遗址维修工作顺利推进。

近年来，赣州立足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围绕红

色文化等地域特色文化持续发力。2018 年，赣州启动了

《赣州市革命遗址保护条例》立法工作，2019 年 6 月 1 日正

式公布实施，成为全省最早的一部革命文物保护条例。

截至目前，赣州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达到 5 个，位居

全国设区市前列。341 个革命旧居旧址开辟为红色旅游

景点，基本形成层次分明、内容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网络。全市有 30 余万人次参加了革命文物认护，被保护

的珍贵革命文物达 3000余件。

连日来，《江西省革命文物保护条例》的出台在赣州各

地引起了广泛关注和积极响应。元旦期间，走进于都，中

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园广场上，红色电影《浴血无名川》

《血战阻击岭》轮番播映，引来众多市民驻足观看；赣南省

三级干部大会旧址谢家祠正举办“翰墨长征源”书画展，以

书画艺术为载体，向市民展现波澜壮阔的长征。走进瑞

金，叶坪革命旧址群、红井景区等地作为党史学习大课堂、

传统教育主阵地和红色旅游打卡地，吸引着全国各地游客

前来……“《条例》的出台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坚定了信心，

我们将进一步做好革命文物保护和利用工作，充分挖掘、

整合利用，用好红色资源，激活红色基因。”中央红军长征

出发纪念馆副馆长钟敏告诉记者。

据悉，赣州将进一步全面提高革命文物保护水平、管

理水平、运用水平，积极依托革命文物打造一批高质量的

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党史教育基地、中小学生研学实

践基地。同时，把革命文物资源和旅游结合起来，打造经

典景区、精品路线，大力发展红色旅游，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助推乡村振兴。

在五彩斑斓的世界
中，红色是最壮丽的色
彩。江西是一块壮怀激烈
的红土地，红色是江西最
鲜明的底色。续写新的荣
光，我们要传承好红色基
因，让那抹红色更鲜亮。

让那抹红更鲜亮，要
保护好革命文物。

物印初心，革命文物
深藏着共产党人精神与信
仰的密码，是我们力量的
源泉，值得我们用心守护。

江西历来高度重视革
命文物保护，革命文物保
护利用工作在全国排前
列。赣南等原中央苏区革
命旧址整体保护经验成为
全国典型示范，红色标语
保护利用成为全国革命文
物保护利用样板。

但由于全省革命文物
点多、面广、量大，革命文
物保护利用工作还存在不
足，迫切需要通过法律手
段保障革命文物工作的顺
利开展。《江西省革命文物
保护条例》今年开始施
行。可以预见，江西在革

命文物保护方面还将不断有新的亮点出
现。

让那抹红更鲜亮，要讲述好红色故事。
江西，有说不完的红色故事，道不尽的

红色情怀。从南昌城头打响“第一枪”到井
冈山的“星星之火”、瑞金建立“中华苏维埃
共和国”，从五次反“围剿”到于都吹响长征
出发号角……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在这
里创造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谱写了一
部灿烂壮丽的革命史诗。

一物胜千言，睹物思历史。一件文物就
是一段难忘的历史，一处遗迹就有一个动人
的故事。赣鄱从来重精神。这些年江西在
传承红色文化方面下了功夫，让文物说话，
让历史发声，让红色文化绽放出灿烂光彩。

任何文化都要在与时代的对话中获得
生命力。我们还要不断创新方式方法，使
红色文化更加鲜活生动，吸引更多年轻人。

让那抹红更鲜亮，要发展好红色旅游。
风景，江西这边独好；红色，是最美的

风景。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红色资源是“富

矿”。革命文物保护目的是培根筑魂、传承
发展。红色文化遗产，为我们传承红色基
因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资源，也为我们发展
红色旅游提供了重要条件和环境。

经过多年发展，江西已成为全国红色
旅游的主要目的地之一，成为一个无形而
强大的磁场，吸引着全国的参观者。行走
赣鄱大地，踏进一处处革命旧址、瞻仰一件
件红色文物、聆听一个个英雄故事，百年历
史的余音在这里久久回荡，恍如昨日，感动
充盈于心。

90多年前，南昌城头一声枪响，石破天
惊。如今我们也是探路者、开拓者，还要促
进红色旅游再提升、再发展，继续走在前
列、领跑全国。

历史照亮未来。前进路上，最是那抹
红色动人心，激励大家奋进不息。

红色标语 永不褪色
□ 温 凡

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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抹
红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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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为学生讲解红色标语内容村民为学生讲解红色标语内容 邱志超邱志超摄摄

（压题图为曹章保、唐燕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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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施，，这是明确以革命文物为立法对象进行保护的省级地方性法规这是明确以革命文物为立法对象进行保护的省级地方性法规。。多年来多年来，，我省高度重视革我省高度重视革

命文物保护利用命文物保护利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江西省革命文物保护条例江西省革命文物保护条例》》的实施必将激励全省人民的实施必将激励全省人民

用好红色资源用好红色资源、、发扬红色传统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传承红色基因，，为携手书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江西的精为携手书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江西的精

彩华章坚定自信自觉彩华章坚定自信自觉，，增强信心底气增强信心底气。。

———编—编 者者

让革命文物焕发时代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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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章保 本报记者 唐 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