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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色 旅遊感悟系列

寧夏
「紅星照耀」
豫旺鎮遊

●寧夏豫旺鎮鼓樓

楊家堡子古城烽火雄渾
位於寧夏中部的同心縣，歷史悠久，在西漢時，該縣始有行政建制，置三水縣。1874
年，清朝設立平遠縣；1914 年易名鎮戎縣；1928 年改稱豫旺縣；1936 年，西征紅軍成立
豫海縣；1938 年改為同心縣至今。在同心縣豫旺鎮，有一座鐘鼓樓矗立在鎮中心，人來人

●楊家堡子主人楊振華目前
還堅守在西征紅軍後勤部窯
洞遺址

往中更顯古樸莊重。數千年的歷史積澱，為同心縣遺留了不可移動文物保護單位 25 處，其
中國家級文保單位 3 處——下馬關尚保存有 15 公里城牆，同心縣境 54 座烽火台、關堡，構
成完整長城防禦體系，古城烽火雄渾。

年 6 月 16 日，中央紅軍攻佔豫旺堡，
在1936
並將西征紅軍指揮部設在這裏，鐘鼓樓成

●楊家堡子紅軍西征後勤部遺址

●豫旺鎮城牆上還保留着
紅軍標語的印記

●豫旺鎮紅軍西征紀念碑

為紅軍哨兵的瞭望塔。在豫旺堡的城隍廟前，時
任西方野戰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彭德懷在此留下
了唯一一張在世騎馬照。就這樣，當古城遺蹟與
紅色文化相遇，碰撞出更多的旅遊火花。而韋州
古城坐落着 36 座明代王陵，是被稱作「寧夏明
代博物館」的所在地。面對厚重的歷史文化、邊
塞文化、紅色文化，同心縣近年來不斷挖掘古文
明中的文化內涵、歷史沉澱、美麗傳說、族群遷
徙等資源要素，打造出高品質文化旅遊品牌。
走進楊家堡子，一排廢棄的土窯洞訴說着一段
鮮為人知的過往。這裏曾是西征紅軍後勤部，70
歲的堡子主人楊振華還記得他爺爺常掛在嘴邊的
話：「紅軍是為咱窮苦人打天下的。」起初豫旺
縣許多村民一聽說紅軍來了，紛紛躲了起來，後
來發現紅軍不拿群眾一針一線，不糟蹋老百姓的
莊稼，「我爺爺稱讚說真是人民的好軍隊，就捐
糧、捐羊支援紅軍作戰。」楊振華說。
楊振華家白牆紅瓦的新居格外亮眼。2014年，
楊振華家被認定為建檔立卡貧困戶，在政府8000
元產業扶貧資金支持下他養了 10 隻羊，每年享
受養殖和種植補貼。隨着羊的數量不斷增加，伴
隨老楊大半輩子的「廣種薄收、靠天吃飯」的生
產方式徹底改變，如今收入穩定而有保障。最讓
老楊感激的是，他們全家在政府補貼下繳納了基
本醫保，幾年前老楊妻子兩條腿做了膝關節置換
手術，總共花了 8 萬多元，報銷後他只掏了不到
8000元，「沒有共產黨，我老伴兒後半輩子就只
能癱在炕上了！」革命的成功離不開老區人民的
傾力支持，老區的發展更需要特殊的關懷。

紅色將星雲集古鎮
早在上世紀 30 年代，同心縣就已享譽世界，
在《紅星照耀中國》（又名《西行漫記》）一書
中，作者埃德加．斯諾向全世界生動介紹了中國
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中國革命。圖書封面上，一名
紅軍戰士昂首挺立，吹響了衝鋒的號角——攝影
者埃德加．斯諾將這張照片命名為「抗戰之
●彭德懷總指揮室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尚勇 寧夏報道

聲」。這幅封面照片拍攝於 1936 年 8 月的豫旺堡
（今同心縣預旺鎮），《紅星照耀中國》將近三
分之一篇幅記述着發生在同心縣的紅色故事。
「抗戰之聲」的經典影像，讓當年的豫旺堡走進
了全世界的視線，也成為今天同心縣最耀眼的一
張推介名片，吸引着一撥撥慕名而來的遊客。
年過六旬的退休幹部楊文元，是研究同心縣紅
色歷史的老專家。他研究家鄉紅色歷史 34 年，
先後採訪了 10 多位老紅軍，主編出版《總被歷
史眷顧的地方》、《西征豐碑》等多本專著，
「紅軍西征在同心」這段紅色歷史已然融入他的
血液中。他對記者說，2010 年 12 月，在前往埃
德加．斯諾的家鄉：美國密蘇里州，探尋這位
「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在同心留下的紅色印記。
當目光與一張古堡照片相遇時，楊文元瞬間激
動起來：「那不是預旺鎮的楊家堡子嗎？」這座
楊家堡子，是當年西征紅軍後勤部所在地，埃德
加．斯諾曾向紅軍發表演講，高呼「中國革命成
功萬歲！紅軍勝利萬歲！世界革命成功萬歲！」
作為西征紅軍指揮部所在地及紅軍三軍「會聚」
的地方，同心縣紅色底蘊豐厚，留下了周恩來、
鄧小平等一批開國元勳的足跡。十大元帥中的五
位、十大將軍中的五位……共計二百多位高級將
領薈萃於此。

歷史成就紅色基因
同心紅軍西征紀念館於 2006 年 10 月建成，成
為內地唯一一家以紅軍西征為主題的紀念園。如
今，遊客們來到同心紅軍西征紀念館廣場，可以
和惟妙惟肖的「抗戰之聲」雕塑合影。走進展
廳，裏面陳列着大量革命文物，豫海縣回民自治
政府印章、「愛民如天」錦幛均為國家一級革命
文物，輔以豐富的文獻、圖片及影像資料，生動
展示着紅軍西征在同心、寧夏自治政府成立、國
際友人在同心、紅軍三大主力勝利會聚的光輝革
命事跡。
最美最濃是紅色 ，同心最美的底色，一定是
流淌在同心歷史血脈中的紅色，歷史成就了同心
的紅色基因。聽說過《紅星照耀中國》嗎？翻開

●遊客在「我給斯諾送戰馬」前打卡

這本不朽名著，我們會發現，當年那些發生在陝
甘寧邊區的激動人心的故事，有近 1/3 的篇幅記
錄在同心這片土地上。時至今日，戰爭的硝煙早
已消失不見，但那些蘊藏在紅色文化中的經典故
事，卻能讓我們穿越歷史的迷霧，體驗當年的艱
辛和不易，感悟革命的理想與情懷。故事是文化
最好的載體，也是最鮮活的載體。
對於廣大群眾而言，一個好故事勝過一打大道
理，因為好故事更能打動人、感染人，尤其是那
些生動厚重的紅色故事，深藏着歷史前進的「密
碼」，也蘊含着發展進步的「基因」。只有講好
這樣的故事，通過深入的挖掘和原汁原味的呈
現，去打開那個離我們並不算遙遠的年代，才能
傳承好紅色基因、弘揚好紅色文化，賦予紅色旅
遊更多內在吸引力和影響力，也才能給地區經濟
發展增添一抹耀眼的活力。歷史因銘記而永恒，
精神因傳承而不滅。但，講好紅色故事最忌照本
宣科的複製、單調枯燥的講述、一成不變的形
式，也達不到走心動人、成風化人的作用。要想
一爭先機，惟有不斷創新，在挖掘、再造、體驗
上下足功夫。
今天，我們已經看到了同心打造紅色文化旅遊
的成果，未來，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到那裏走一
走，在身臨其境中享受故事的精彩紛呈、觸碰歷
史的滄桑厚重，也感悟不變的初心使命。如今，
同心縣紅軍西征紀念館裏遊客絡繹不絕。斯諾經
典照片「抗戰之聲」裏的那個紅軍小號手謝立全
的形象已經被塑成雕像，不少年輕人在此合影
「打卡」，尋訪百年未變的初心。85 年前，19
歲的小號手謝立全吹響的青春激昂之聲感召着一
代又一代年輕的共產黨人。在這片斯諾探訪過的
土地上，在巨變的山鄉間，在老百姓的心坎裏，
紅軍小號手那彷彿可以穿越時空的號角依然嘹
亮，紅星照耀下的中國朝氣蓬勃。

交通路線
香港—深圳寶安機場—銀川國際機場—寧夏固
原機場，從固原市由北向南走同心縣。
香港—深圳寶安機場—蘭州國際機場—寧夏固
原機場，從固原市由南向北走同心縣。

紅色經典線路
同心縣紅軍西征紀念園–豫海回民自治政府辦
公舊址（王團北堡子）–吊堡子（西征紅軍總指
揮部遺址）–豫旺古鎮（紅軍西征紀念碑和「抗
戰之聲」小號手遺址）–楊家堡子紅軍後勤部遺
址-韓家堡子

歷史文化線路
●豫旺鎮回民支
●遊客身着紅軍服在西行漫記浮雕
隊印章
前拍照留念

趣遊
香港

●採、攝︰雨文

●商場布置成鳥居建築，供市
民打卡。

●紅軍領導人使用 ●紅軍戰士使用過的大銅鍋
過的銅手爐

置身
「小京都」
打卡購和風名物
紙」紙鶴耳環等獨家或京都直送的產品供大家選
現在，在不能外遊的情況下，港人總是心思
購，更設特色體驗，如月夜和裝推出的「浴衣租
思，於是Mira Place特地將商場中庭變身成「小
借體驗」，讓大家可穿上浴衣慢遊祭典，以及在
京都」，呈獻「京都．秋祭」主題 Pop-Up，聯
和風千羽鶴牆前打卡，讓你於購物同時認識優雅
同日航天地選物店、京都直送、汴京茶寮、月夜
的京都文化。
和裝、遊牧雜貨、酒諺及 Happy Live Nakama
七個和風品牌打造的期間限定主題
Pop-Up，出售京都三大名物——
抹茶、日本酒及傳統手工藝品。今
次「京都．秋祭」限定 Pop-Up 主
打地道的日式秋祭氣氛，如推出京
姫雫酒大吟釀袋吊大吟釀原酒、祇
園辻利夜空の月禮盒、「千代和
●京都．秋祭攤位
●浴衣茶道體驗

香港
「新」
「舊」
事物平行展現
「創新」與「懷舊」看似對
立，我們常常聚焦搶眼的新面
貌，但其實能感動你的新事物，
必定與過往有着多少關連。沒有
舊物的根基，新事也未必能於潮
流中站穩。由即日起至 10 月 17
日，LCX 特別與 TINY 微影專門
店及潮流玩物集中地 Xplus 聯手
舉行「平行時空 #新事 #舊物 #
回憶展」活動，以 TINY 微影專

門店的香港舊日微縮玩具及場
景、Xplus 精挑細選的流行桌遊玩
具及相機為基礎，並透過展覽及
主題工作坊，將香港的「新」與
「舊」事物平行展現，例如寶麗
來新舊相機、特色玩具、舊小巴
牌等，從中可見「新」如何從
「舊」中演變，將舊元素與情
懷，以創新形式展現於新鮮事物
中。

●舊小巴牌

●紅軍使用過的迫擊炮彈

同心縣博物館–同心縣非物質文化遺產展覽
館–韋州古城（康濟寺塔）–下馬關古城、下馬
關明長城

旅遊
資訊

●熊貓機器人在迪拜世
博會中國館外表演

●遊客們觀看迪拜世博會中國館大型主題燈光秀

中國館
「點亮」
迪拜世博會
早前，2020 年迪拜世博會終於在順
延一年後舉行，而迪拜世博會中國館自
10 月 1 日開館以來，每晚上演的大型主
題燈光秀都受到遊客的歡迎，燈光秀以
「華夏之光」為主題，通過中國館外牆
上 1312 塊 LED 發光體與 150 架無人機
的矩陣表演相配合，實現大範圍的動態
視覺效果，為遊客獻上一場震撼的視聽
盛宴。同時，中國大熊貓保護主題展亦

在中國館正式亮相，展覽內容為中國在
大熊貓野化培訓與放歸、大熊貓國際科
研合作等領域的成果，讓觀眾具體了解
中國生態保護理念和措施。主題展期
間，中國大熊貓保護研究中心還將在迪
拜舉行「空降 2020 隻大熊貓」、「熊
貓快閃」等活動，如熊貓機器人會在中
國館外表演。
●文、圖︰新華社

●懷舊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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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館主題燈光秀，看到熊貓嗎？

●中國大熊貓保護主題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