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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迎昭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春
节假期，渝中区红岩村景区红梅飘香。2月
12日至17日每天上午10点，红岩革命纪念
馆都会开展“红岩诗颂”活动，吸引游客驻足
观赏，为游客带来节日精神文化大餐。

重庆日报记者获悉，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基
础上，春节假期，重庆红色纪念地景点受到追
捧，众多游客选择在假期前去感受信仰的力量。

红岩联线管理中心：渣滓洞人气火爆

2月11日至17日，红岩联线管理中心所
辖景区共接待游客5.3万人。其中，近期完
成修缮试开放的渣滓洞看守所旧址最火爆，
共接待游客3万人。

不少游客在旧址复原陈列展览中了解红
岩英烈的事迹。展览中的“狱中学习”部分，
展示了周显涛烈士狱中请求母亲送学习资料
的信件等图片。记者看到，周显涛的信件已
泛黄，一些字迹难以辨认，“母亲，带来各物均
收到，下次望带《英汉字典》”等字迹可辨认，
展现了他在狱中努力学习的精神。“狱中学
习”展板附近，陈列着狱中难友自制的贺年
卡、在春节联欢会上张贴的春联等展品，展现
出烈士们的乐观主义精神。

聂帅陈列馆：为游客提供39场讲解

生动讲述聂帅光辉一生的珍贵文物、创
意满满的数字化互动体验项目、具有艺术美

感的油画和雕塑等艺术品……江津区聂荣臻
元帅陈列馆基本陈列“聂荣臻元帅生平事迹
展”改陈布展工程，于去年12月通过竣工验
收，同月晋升国家二级博物馆。

“和改陈之前的展览相比，如今的‘聂荣
臻元帅生平事迹展’新增文物和展品160余
件、口述史视频11条、艺术品7件，还打造了
多个数字化互动体验项目，让文物活起来，更
加生动地讲述聂帅光辉的一生。”聂荣臻元帅
陈列馆相关负责人说。

该负责人介绍，为让游客走进聂荣臻元
帅的精神世界，该馆每天定时开展免费人工
讲解或机器人智能讲解，春节假期共提供39
场讲解，满足游客观展需求。

杨闇公杨尚昆故里：“线上+线下”
增强互动感

春节假期，杨闇公杨尚昆故里景区弥漫着
早春气息。游客通过实名登记、线上预约等方
式入馆（园）。该景区相关负责人介绍，春节假
期杨闇公杨尚昆故里景区共接待游客9万余人
次，彰显了红色文化的独特吸引力。

为丰富假期文化生活，该景区还推出精
彩纷呈的“线上+线下”新春系列社教活动，
受到游客欢迎。在线赏析《杨闇公日记》、在
线抢答、网上祭扫等线上活动，让游客足不出
户也可以学习杨闇公精神、了解景区情况、参
与追思缅怀；“牛气冲天”文化展、传统剪纸、
故事分享等线下活动，不仅拓展了景区的内
涵，还增强了游客们参观游览的互动体验感。

本报讯 （记者 赵迎昭）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
诞。为传承红色基因，生动鲜活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为党
的百年大庆记载伟业、展示辉煌，由重庆日报报业集团、中共
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联合策划，今日重庆杂志社、红岩春秋
杂志社制作的《重庆红色文化图谱》将于近期正式出版发行。

在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百年历史上，重庆这块英雄
的土地，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和艰辛的奋斗历程，红色文化
底蕴深厚。《重庆红色文化图谱》以重庆主要红色遗址遗迹
和纪念地为统领，挖掘背后的红色故事，串珠成链，对全市
重要红色资源、红色文化进行较为系统地梳理，深入传播红
色文化，打造红色教育特色课程品牌。

全书分“一代风流”“星火燎原”“红色印记”“红岩丰碑”
“浩气长存”“挥戈挽月”“康庄大道”等八个章
节。其中，“一代风流”章节内容为毛泽东、周
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渝
战斗历程、奋斗故事；“红岩丰碑”章节内容为
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抗战时
期和解放战争初期领导南方国统区党的工
作，在风雨如磐的战斗中培育和形成光耀千
秋的红岩精神；“星火燎原”“红色印记”“浩气
长存”“挥戈挽月”“康庄大道”章节内容则分
别对应重庆地区百折不挠建党历程，三大主
力红军转战巴渝，宁死不屈歌乐英烈，刘邓大
军解放重庆，新中国成立后重庆百业复兴以
及三线建设等。

《重庆红色文化图谱》秉承精益求
精的编写理念，组建高质量的撰稿和
编辑团队，力争图文并茂，编排出彩，
印刷精美。全书收录重庆重要红色遗
址遗迹和纪念地40余个，红色遗迹遗
存和纪念地图片近百张。每处遗迹遗
存和纪念地均介绍了地理位置、概况及相关
革命历史背景等。全书约20万字，挖掘精品
红色故事数十篇。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徐塞声
说，在长期的奋斗历史中，重庆留下了以“红色三岩”为
代表的众多红色遗址遗迹和革命文物，这些红色资源铭
刻着中国共产党人在重庆的光辉历程，蕴含着伟大的革
命精神，在全国具有独特的地位和影响，成为传承红色
文化和红色基因的重要物质载体。《重庆红色文化图谱》
这一红色读本，通过一处处红色印记、一个个红色故事，
展示了巴渝大地波澜壮阔的红色历史。在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伟大征
程中，红色基因将指引巴渝儿女更加自觉地践行初心使命，
坚定不移跟党走。

《重庆红色文化图谱》总策划、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党委
书记管洪表示，重报集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守正创新，践行初心使命，在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组织编写并全媒体发布《重
庆红色文化图谱》，就是要通过挖掘展示中国共产党在重庆
100年来的奋斗征程和革命实践，向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特
别是青少年广泛开展“四史”宣传教育，引导他们进一步弘
扬红色文化，坚定跟党走的信心，实现用好红色资源、讲好
红色故事、搞好红色教育的目的，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徐塞声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自中国共产
党诞生之始，有一种基因就已深深植入中国共产党
人的血脉之中。这种基因的颜色是鲜红的，是中国
共产党人最浓郁、最深厚的“底色”。红色基因成为
了中国共产党人最鲜明的身份标识，也是中国共产
党被历史和人民选中，不断发展壮大、带领中国人
民一路披荆斩棘的精神密码。

重庆，这块英雄的土地，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
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红色文化底蕴深厚。

大革命时期，杨闇公、冉钧、李蔚如等共产党
人，追求真理、坚持信念、英勇奋斗、不怕牺牲，用他
们的鲜血和生命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

土地革命时期，革命烈火燃遍巴渝，先后打出
了十面红军旗帜；三大主力红军转战巴渝，在重庆地
区留下光辉足迹、播撒革命火种。从这里，还走出了
刘伯承、聂荣臻、杨尚昆等十位红军高级将领。

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周恩来领导中
共中央南方局同国民党顽固派展开了坚决斗争，领
导南方国统区十省区、港澳及海外地区党的工作，
在风雨如磐的革命斗争岁月，培育和形成了光耀千
秋的红岩精神。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以弥天大勇亲赴重庆，进
行了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庆谈判。

新中国成立前夕，一大批党的优秀儿女被关进
“人间地狱”白公馆、渣滓洞等监狱，不折不挠、宁死
不屈，用血的教训总结出“狱中八条”。

新中国成立之初，以邓小平为主要领导的中共
中央西南局进驻重庆，进行了大量开创性工作，成功
领导了新中国成立初期西南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三线建设期间，一大批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工
人干部、科技人员和解放军官兵义无反顾地奔赴重
庆，在艰苦的环境中，无私奉献他们的才华、心血和
青春，与全国“三线人”一起创造了三线精神。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为确保三峡工程建设顺利进
行，百万移民舍小家、顾大家，孕育了三峡移民精神。

进入新时代，紧紧围绕把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
托全面落实在重庆大地上这条主线，坚决打好三大攻
坚战，实施“八项行动计划”，战脱贫、战疫情，坚定贯彻
新发展理念，主动融入新发展格局，更加注重从全局谋
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抓住用好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重大机遇，着力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经
济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改革开放高地、高品质生活宜
居地，在融入新发展格局中展现新作为，奋力开创重庆
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著成绩。

在长期的奋斗历史中，重庆留下了以“红色三
岩”为代表的众多红色遗址遗迹和革命文物，这些红
色资源铭刻着中国共产党人在重庆的光辉历程，蕴
含着伟大的革命精神，在全国具有独特的地位和影
响，成为传承红色文化和红色基因的重要物质载体。

一段段红色记忆，一个个红色故事，一处处红
色印记，铸就巴渝大地波澜壮阔的红色历史，积淀
下厚重的红色基因，不断地激励我们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砥砺前行。

2021年是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开局之
年。在新的伟大征程上，代代相传的红色基因将会
继续指引我们更加自觉地践行初心使命，坚定地走
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光辉未来！

（作者系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传承红色基因再出发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2月21日，重庆日
报记者走访重庆图书馆、重庆书城等地发现，市
民中掀起一股学习党史的热潮，《红星照耀中
国》《中国共产党历史》等党史类图书受到不少
市民青睐。

“大学时就听老师说《红星照耀中国》很
值得一看，这次准备专门抽几天时间来细细
品读。”当天上午，刚从重庆图书馆三楼的书架
上取出《红星照耀中国》的市民苏玉荣对记者
说。除了这本书外，他手里还拿着《历史的选
择：中共早期领导人纪实》等多本党史类图书。

“春节以来，来借阅党史类图书的读者络
绎不绝，《红星照耀中国》《中国共产党历史》等
党史类图书的借阅量有明显上升。”重庆图书
馆读者服务中心主任许尧尧表示，他们已准备
联系出版社再加购一批党史类图书，满足读者
的借阅需求。

位于重庆书城三楼的党史、党建图书专区
同样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当天中午，记者在
现场看到，该展区的书架上醒目地摆放着《中
国共产党历史》《苦难辉煌》等党史类书籍，读者
穿梭于书架间，选购心仪的书籍。“我准备给家
里的老人买一本《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
给孩子买一本《中华英烈事迹读本》。”市民周晓
琳说。

“党史类图书受追捧，一方面是因为随着经
济社会的发展，大家希望通过阅读党史，了解我
党的发展历程。更重要的是，现在的党史类图
书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很接地气，有极强的可读

性。”重庆图书馆馆长任竞表示，例如《红星照耀
中国》（青少年版）就通过生动的行文，以及大量
珍贵的历史图片，为读者真实展现中国共产党
为民族解放而艰苦奋斗和牺牲奉献的精神，自
然能赢得读者青睐。

任竞还表示，为了让市民更好地了解中国
共产党历史，重庆图书馆一方面会对馆藏党史
类图书进行整理，通过设立党史类图书专架，方
便市民借阅；另一方面会联合四川省图书馆在
今年6月举行红色文献展，通过展出大量珍贵
的党史文献和照片，让更多市民了解中国共产
党走过的伟大历程。

重庆市民掀起学习党史热潮
《红星照耀中国》《中国共产党历史》等书籍受青睐

传承红色基因 凝聚磅礴力量 献礼百年华诞

《重庆红色文化图谱》
将正式出版发行

★

《重庆红色文化图谱》。
（今日重庆杂志社供图）

春节假期
重庆红色景点受追捧

万州

黔江

涪陵

渝中

大渡口

江北

沙坪坝

九龙坡

南岸

北碚

渝北

巴南

长寿

江津

合川

永川

南川

綦江

大足

璧山

铜梁

潼南

荣昌

开州

梁平

城口

丰都

垫江

武隆

忠县

云阳

奉节

巫山

巫溪

石柱

秀山

酉阳

彭水

万州革命烈士陵园

万涛故居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历
史陈列馆

816地下核工程

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旧址

中法学校旧址

佛图关杨闇公烈士殉难处

红岩革命纪念馆

曾家岩50号周公馆

中共中央南方局暨八路军重庆
办事处

桂园

宋庆龄旧居暨保卫中国同盟总
部旧址

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

《新华日报》旧址

人民解放纪念碑

重庆市人民大礼堂

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

两路口贺龙雕像

重钢护厂烈士陵园

三三一惨案死难志士群葬墓地

渣滓洞看守所旧址

白公馆看守所旧址

红岩魂陈列馆

中共四川省临委会扩大会议会址

《挺进报》旧址

中共中央西南局缙云山办公地
旧址

王朴烈士陵园

唐虚谷、杨袁善烈士陵园

解放重庆历史陈列馆

杨克明故居

聂荣臻故居、聂荣臻元帅陈列馆

陶行知纪念馆

刘安恭故居

南川区烈士陵园

石壕红军烈士墓

大足区烈士陵园

黄蜀澄烈士墓

邱少云烈士纪念馆

杨尚昆旧居

柳乃夫故居

刘伯承故居、刘伯承同志纪念馆

四川工农红军第一路军战斗遗址

城万红军指挥部旧址

丰都革命烈士纪念馆

中共垫江女中特别支部遗址

四川省二路红军司令部旧址

饶衡峰、饶绘峰烈士故居

云阳烈士碑

彭咏梧烈士陵园

李季达故居

奉大巫起义纪念园

三根树党支部遗址

倒马坎战斗遗址

刘邓大军进军大西南纪念碑

南腰界红三军司令部旧址

南渡沱红军渡口遗址

二
月
二
十
一
日
，解
放
碑
重
庆
书
城
，市
民
正
在
党

史
、党
建
图
书
专
区
挑
选
书
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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