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
论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3 月
22 日下午，在徽州区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
馆的广场上，《我和我的祖国》正被唱响，澎
湃的歌声饱含肺腑的深情，久久回荡在丰
乐河畔。

徽州民歌传承人余立瑛一身红衣，站
在人群中尽情歌唱。她的加入，为歌曲《我
和我的祖国》增添了几分徽韵。她说：“我
爱我的家乡，我爱我的祖国。能作为此次
活动的领唱，我感觉很自豪。我希望能通
过徽州民歌，表达我对家乡、对祖国无限的
热爱。”

熟悉的旋律响起，周围的人们情不自禁
地聚拢过来。居民、游客纷纷从倾听到合
唱，再到载歌载舞，放声高歌，抒发着人们心
中深藏的激动与自豪。

纪念馆负责人范迎晨表示，今年是新中
国成立 70 周年，这次活动有我们的工作人
员、志愿者，有附近的居民、有儿童、有游客，

通过这种时下流行的快闪形式可以让更多
人了解新四军的光辉历史，让我们的红色文
化更有影响力。

当稚嫩的童声响起，快闪《我和我的祖
国》走向高潮。70多名儿童挥舞着手里的小
国旗，齐声歌唱，让整个广场变成“红色”的
海洋。

“黄杭及合福高铁沿线媒体看黄山”记
者们的热情瞬间被点燃。他们有的举起相
机、手机记下这精彩的一刻，有的主动加入
到快闪的队伍中，用歌声表达对祖国大好河
山的热爱。

来自池州日报的程昭边拍照边跟着唱，
他说：“用快闪这种时尚的形式宣传红色旅
游，很吸引人，容易点燃人们的爱国热情，让
人想更进一步了解黄山的红色文化。一路
走下来，也确实感受到黄山红色文化资源很
丰富，且保护挖掘得很好。”

来自嘉兴日报的田建明表示，在我们的
传统印象中，黄山有绝美的自然景观，通过

这次采风活动进一步了解到，黄山更有悠久
的人文历史，红色旅游资源也非常的丰富。
我来自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浙江嘉兴，近年
来，嘉兴南湖的红色旅游非常火热，所以我
想包括嘉兴、黄山、杭州等高铁沿线城市、媒
体，可以在红色旅游研学等领域展开交流合
作，将红色旅游资源和经济发展联系在一
起，以红色文化为指引，更好地进行融合，共
同打造美好都市圈。

“我 歌 唱 每 一 座 高 山 ，我 歌 唱 每 一 条
河……”广场的地面上，南方 8 省 14 个游击
区 红军游击队整编为新四军向皖南、皖西
集中的路线清晰可见，而这昂扬的歌声，正
汇聚成一股红色的春潮，跨过丰乐河，跨过
新安江，沿着黄杭及合福高铁的新路线，向
远方奔腾而去……

·孙冯燕·

本报讯 3 月 22 日，黄杭及合福高
铁沿线媒体联盟工作会议在屯召开，拉
开“黄杭及合福高铁沿线媒体看黄山”活
动帷幕，来自黄杭及合福高铁沿线的 20
余家媒体应邀参会。市委常委、宣传部
长徐德书出席会议并致辞。

徐德书对大家的到来表示诚挚欢
迎，并简要介绍了黄山市情和经济社会
发展情况。他说，黄山过去的成绩凝聚
着新闻媒体的关心厚爱，今后的发展更
离不开各位媒体朋友的大力支持。近年
来，大家用生花妙笔和精准镜头，宣传展
示黄山改革发展新成就，彰显了媒体的
责 任 担 当 ，更 体 现 了 对 黄 山 的 深 厚 友
谊。衷心希望大家以这次活动为契机，
在黄山多走走、多看看，讲述黄山好故
事、传播黄山好声音，并提出宝贵意见和
建议，帮助我们把黄山建设得更加美好。

会上，市文旅局有关负责人作黄山
文化旅游推介；市直机关工委负责人介
绍了黄山红色文化建设情况；市发改委
有关负责人介绍了黄山市“融杭”及黄山
发展大会等情况。与会媒体还就实现版
面互换、推动人才挂职、实现异地采访、
开展项目合作、加强旅游营销以及把握
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机遇，为推进区
域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舆论氛围等方
面进行座谈交流。

据悉，此次活动是市委宣传部及黄
山日报社积极主动融入杭州都市圈，开
展“‘融杭’我们怎么看、怎么干”解放思
想大讨论活动的具体举措。·刘 晨·

黄杭及合福高铁沿线媒体共聚黄山话发展 本报讯 3月 22日，黄杭及合福
高铁沿线媒体联盟工作会议在我市
召开。市文化和旅游局有关负责人
在会上作黄山旅游文化推介。

该负责人说，黄山山水优美、文
化灿烂、生态绝佳、物产丰饶，是一座
新兴的旅游城市，也是中国现代旅游
发展最为特殊的城市之一。随着合
福高铁、黄杭铁路相继开通，黄山开
启高铁旅游新时代。市文旅局抢抓
高铁开通机遇，加快旅游产品升级改
造，在传统观光体验休闲为主的旅游
产品基础上，推进“旅游+”，促进跨
界融合，打造了不少新的旅游产品。
以研学旅行为例，近年来，研学旅行
借政策春风升温，学生们在加深与自

然、文化亲近感的同时，也成为传播
徽文化的小使者。而且，我市多位国
家级非遗大师作为重磅研学导师，正
活跃在研学市场。数据显示，去年我
市共接待全国各地学生 159.1万人。

该负责人介绍，为不负小平同志
殷殷嘱托，在“十三五”开局之年，我
市 便 提 出“ 中 国 旅 游 ，从 黄 山 再 出
发”。当下，全市上下正积极努力、扎
实苦干，着力打造全新黄山、全景黄
山、全业黄山、全球黄山的全域文化
旅游格局。也希望媒体朋友们一如
既往关注支持黄山，用精彩的文字，
精美的照片，精致的视频传播黄山声
音，讲好黄山故事。

·刘 晨·

促进跨界融合 驱动旅游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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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的黄山，春和景明。3 月 22 日
上午，黄杭及合福高铁沿线媒体联盟工
作会议举行，来自黄杭及合福高铁沿线
的 20余家媒体相聚在美丽的新安江畔，
重点围绕实现版面互换、推动人才挂
职、实现异地采访、开展项目合作、加大
旅游营销等主题展开热烈交流。

“举办这个活动旨在搭建沟通交流
平台，探索建立联席会议、人才挂职锻
炼等机制，推进媒体间相互合作、协同
发展，促进渠道互通、平台互联、传播互
动、资源共享、互利共赢，努力实现党媒
转型发展。”会议开门见山、直奔主题。

“黄杭及合福高铁沿线媒体齐聚黄

山，就是来相互取经、共谋发展的。”与
会嘉宾认为，当前，全媒体飞速发展，舆
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发生深刻
变化，传统媒体尤其是地市级党媒面临
巨大挑战，如何抱团发展，形成合作共
赢的大格局，是大家讨论的热点。

2018 年，黄杭铁路开通运营，为杭
州西向发展打通大动脉，为黄山接轨杭
州打开大空间，沿线媒体也迎来了转型
发展机会。大家认为，高铁拉近了时空
距离，让江湖山海无缝衔接、一体发展，
沿线媒体之间可以在产业互补、发展形
态、旅游线路、会展行业、文化教育等方
面开展合作，真正实现共通、共融、共

赢。
“这样的活动办得好，得经常办，希

望巩固好、运用好黄杭及合福高铁沿线
媒体联盟，形成常态化机制。”“推动人
才挂职这条建议我觉得很好，互派编辑
记者，学习异地报社的办报经验、营销
策略、党建品牌建设等，报社之间还可
以版面互换，以及定期开展嵌入式培
训。”“黄杭沿线是中国著名的黄金旅游
线路，可以打造精品旅游线，带动沿线
媒体合作发展。在研学方面，黄山有很
好的文化底蕴和自然风景，也有很成熟
的做法，在这个项目上开展合作，组织
小记者来黄山及黄杭沿线城市学习交

流，实现媒体读者群体的培养，并可拓
宽经营创收渠道。”“黄山天生丽质、古
色古香、内涵丰富，历史文化资源深厚，
可在红色旅游、文化产业、乡村振兴等
方面加强合作，回去之后就动员大家来
黄山‘挖金’，大家一起合作共赢。”……

随着交流互动的深入，会议气氛愈
发热烈。与会嘉宾结合当前媒体融合
发展的新形势，就媒体联盟共赢发展提
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聚力新发展，共谱新篇章。相信从
新安江畔发出的合作之声，必将随着黄
杭及合福沿线等媒体之间的共通共融，
传播得更远更广。 ·汪 悦·

共通 共融 共赢
——黄杭及合福高铁沿线媒体联盟工作会议侧记

本报讯 3月 22日，黄杭及合福
高铁沿线媒体联盟工作会议在屯召
开。市直机关工委负责人在会上介
绍了黄山市红色文化建设情况。

“如何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
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
这是时代课题。”该负责人说，黄山是
一座充满红色记忆、有着悠久革命历
史和传统的城市，红色文化资源十分
丰富。目前，黄山市现有国家级、省
级、市级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近
60 个，遍布三区四县，已成为全市及
周边地区党员群众、青少年体验红色
精神、缅怀革命英烈的重要场所。去

年以来，在市委宣传部、市委组织部的
指导下，黄山日报社以及党史、文化、
社科联、文联等市直单位联手，组建覆
盖广泛的红色文化传播人才队伍，深
入黄山各地追寻红色足迹，建立了较
为完整的资料数据库，并整理出版 1
万册简明读本《红旗漫卷黄山》。

该负责人说，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本次“黄杭及合福高铁沿线
媒体看黄山”活动也特意安排了一条

“寻访红色印记”线路，让与会嘉宾了
解黄山红色历史，宣传黄山红色文
化，也将激励我们共同携手打造好黄
山红色家园。 ·朱西敏·

挖掘红色文化 传承红色基因

本报讯 3月22日，黄杭及合福高
铁沿线媒体联盟工作会议在屯召开。
市发改委有关负责人在会上介绍了黄
山市“融杭”发展情况。

该负责人说，自去年黄山市正式
加入杭州都市圈以来，在全市上下的
共同努力下，在广大新闻媒体朋友的
关心支持下，“融入杭州都市圈”已经
成为全市上下最热门的关键词，成为
引领黄山高质量发展的最强音。

该负责人指出，黄山“融杭”是长
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要求、是杭州都
市圈扩容提效发展需要、是黄山自身
高质量发展必然。黄山“融杭”必须

坚持创新引领，要围绕杭黄两市“1+
9”战略合作协议提出的携手打造“杭
州都市圈合作示范区”目标，创新合
作交流体制机制，创新打造合作平
台，推动创新要素充分流动，创新产
业合作模式，着力打造跨区域合作的
典范，实现互利共赢。

“杭州是国际名城、人间天堂，黄
山是天下名山、人间仙境，名山与名
城，有着与生俱来的契合。”该负责
人指出，“黄山必须加快转变思想观
念，加快推进改革发展，让杭州的所
有资源、要素、产业，都能用得上、接
得住、落得好。” ·叶有辉·

顺势而为谋发展 创新引领促“融杭”

燃！“红色”快闪歌唱祖国好山河

“黄山的颜色是什么？”
3月 22日下午，来黄参加媒体联盟

活动的嘉宾一行启程前往徽州区寻访
红色印记。一路上，油菜花在风中泛起
金色的波浪，大家谈起对黄山的印象。

“如果说用颜色形容黄山，在我眼
里黄山的底色是绿色，作为世界级的旅
游城市，一直向往能来黄山看看，如今
眼见为实，绿水青山果然名不虚传。”闽
南日报记者部负责人陈益雄说。

“我觉得黄山应该是金黄色的，你
看这一片一片的油菜花田，不正是黄山

的颜色。”中新社记者张强说。
“印象中的黄山是灰白色的，徽派

的马头墙错落有致，充满文化气息的古
建筑，像极了一幅水墨画。”萧山日报记
者王慧青说。

而在参观完小练村革命纪念馆和
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后，“红色”黄山
又成为大家的新印象。

瞻仰小练村革命烈士纪念碑后，王
慧青说，“听了介绍，没想到黄山除了自
然资源外，还有这么多的红色印记，革
命烈士的鲜血曾染红过这片土地，所以

黄山还应该是红色的。”
在 参 观 新 四 军 军 部 旧 址 纪 念 馆

时，来自杭州日报的陈立平在革命遗
迹展陈前久久伫立。“亲身感悟历史，
使历史变得不再遥远和陌生。当年的
红色足迹已成为今天的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近年来，黄山大力发展旅游，我觉
得像小练村还有新四军军部旧址这样
的地方，有着发 展 红 色 旅 游 的 天 然 基
础，要说好红色故事，让红色黄山同样
广为人知。”

·汪 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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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的“色彩”

3 月 22 日下午，参加
“黄杭及合福高铁沿线媒体
看黄山”活动的媒体记者们
到徽州区寻访红色印记。
图为大家在徽州区新四军
军部旧址纪念馆参观。

樊成柱/摄

3月 22日下午，媒体记者们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徽州区小练村采访。 程向阳/摄

3月 22日下午，在徽州区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广场上，《我和我的祖国》被唱响。 程向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