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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d culture is an advanced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jointly creat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s, advanced 

elements and the people in the era of revolutionary war. It contains rich revolutionary spirit and profound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This year is the centennial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arty. The development of red cultur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educating party members to strengthen their ideals and beliefs, bear in mind the party's purpose, carry 

forward fine traditions, always maintain their political qualities and improve the ideological and moral quality of Party 

members. It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party spirit education for Party members and cadres. The research team went to 

Longchi Town, Changyi City, Shandong Province, conducted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n the inheritance of red history 

and culture in Longchi town based on the exploration,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red culture, visited local residents 

to understand the dissemination of red culture, and made a field visit to the red tourist resort in Longchi town to 

understand the relevant measures taken by the local government for the protection of red history and culture, It lays a 

foundation for the better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red history and culture of Longchi t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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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红色文化是在革命战争年代，由中国共产党人、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共同创造并极具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蕴

含着丰富的革命精神和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今年正值建党百年之际，发展红色文化对于教育党员坚定理想信

念、牢记党的宗旨、发扬优良传统、永葆政治本色以及提高广大党员的思想道德素养等有着重要的作用，是开

展党员干部党性教育的重要内容。
[1]
调研小组赴山东省昌邑市龙池镇，以发掘、保护和传承红色文化为出发点,

进行了龙池镇红色历史文化的传承的问卷调查,走访当地居民了解红色文化的传播情况,并到龙池镇红色旅游

胜地经行实地考察,了解当地政府对红色历史文化保护的相关措施，为龙池镇的红色历史文化可以得到更好的

继承和发扬奠定基础。 

关键词：昌邑，红色基因，文旅融合，乡村振兴 

 

1.内容介绍 

1.1 研究对象 

昌邑市“红色革命摇篮”—龙池镇，地处三北（昌

邑、潍县、寿光）地区中心，紧扼红色生命线“渤海

走廊”枢纽，龙池镇是革命老区，素有“小延安”之

称，在革命时期涌现出许多英雄模范和集体。在这片

承载红色记忆的土地上，昌邑第一支抗日武装力量在

这里诞生，昌邑首届县委在这里组建。革命火种乘着

乡村振兴的东风在这里星火燎原，红色基因循着龙乡

人的血脉代代相传。
[2]
故调研团队在前期预调研和资

料收集中，将主要寻访对象定为龙池镇抗战老兵、烈

士祠志愿者、龙池镇老党员及村民。为进一步了解龙

池镇乡村红色文化的建设情况，队员亦积极向龙池镇

村委书记、宣传部部长以及龙池镇文化站站长寻访。 

1.2 研究方法 

关于建党 100 周年红色文化调查方法，主要有文

献调研法、实地调查法和问卷调查法。 

（1）文献调研法 

查阅文献资料和当时的第一手新闻，团队在齐鲁

网 、潍坊市人民政府网、人民网，并到高校图书馆

珍藏山东红色文献展、昌邑市图书馆、昌邑市日报社

查阅相关报刊资料，龙池镇对外宣传的窗口和平台等

官微进行有关红色记忆的考查，了解红色历史记忆等

相关事宜的基本状况，保证本次调查的准确性和学术

性。 

（2）实地调查法 

采用实地调查的方法，前往山东省潍坊市昌邑龙

池镇红色革命区开展实地调研。对革命地区群众，志

愿者代表，日报社深入一线的记者，周围了解红色革

命的村民、市政府工作人员深入访谈。深入了解对于

国家红色历史记忆，以及对国家相关政策提出后的贯

彻落实情况。 

（3）问卷调查法 

在昌邑市市，团队成员对不同组成部分的群众进

行关于本课题的问卷调查，问卷分为纸质版和网络版，

前者为团队在实地调研时分发使用，团队选择调研驻

地的红色革命区重点集落的人口密集处分发，如“小

延安“马渠村、烈士祠周村居民、齐西古村落等红色

氛围浓厚地区。在进行分发问卷的同时，会向群众重

点询问相关红色文化开发与振兴的问题。对于网络版

问卷，团队在纸质版问卷的基础上进行补充和修缮，

根据在调研地的所见所闻所感，调研团队对部分问题

进行删节与补充，进一步细化选项。团队将纸质版问

卷答案录入以便统计 又通过 QQ、微信、龙池镇官网

等网络途径对镇民进行问卷发送，以期使更多人了解，

并收集更多的有效数据，为调研结果奠定良好的基础。

通过统一的调查问卷形式，对得到的资料、信息进行

筛选，了解红色革命区有关事宜的基本情况和龙池镇

市民对红色文化的认识了解以及相关建议思考，以探

究红色文化的发展现状和日后改进的措施。其中包括

主观性与客观性问题，更为客观形象的展示出红色记

忆对于新时代人民的影响与作用。 

（4）总结归纳 

将所得资料及分析结果概括归纳，整理搜集到的

数据资料，选出具有代表性的数据。小组成员分工完

成报告，并根据实际情况提出可行性的建议和意见，

进行汇总和修改。 

2.目的与意义 

“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提出：“要统筹推进革命老

区振兴，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传承弘扬红色文化。”
[3]
国家重视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不断为老革命地

区提供政策支持。龙池镇作为近年来新兴的红色革命

乡镇，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努力打造红色产业链。本

次调研即宣扬龙池镇红色文化，探索其发展优势及对

乡村文化振兴的积极，为更多未开发的革命老区提供

经验，实现多地区红色文化的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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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代大学生而言，应肯吃苦，勇担当，做时代

的先行者。此次调研团队成员深入了解红色实践基地

希望通过实地考察与调研，让人们进一步学习经典红

色文化，并增强大学生在村镇基层组织中的定位与实

践。为大学生提供一个锻炼自我、了解社会的平台。

通过自主策划开展活动，提高大家发现问题、分析问

题以及考察调研的能力，以便于将来投身于社会主义

建设当中去。 

3.调查结果分析 

为保证数据内容的有效性，分析结果主要来源于

调查问卷与相关部门提供的文件。调查过程中共发放

调查问卷 200 份，经筛查处理回收有效问卷 186 份，

回收率为 93.0%达到预期理想回收水平。 

3.1 龙池镇居民基于红色文化的了解程度 

本次调查人群以中青年人为主，（学生人数占比

约 36%）虽然大多数为无任何政治面貌的群众，但一

致认为宣传红色文化十分重要，弘扬红色文化可以激

励自己、教育后人、缅怀先烈……红色文化是对中华

优秀传统和世界文化的继承、发展和创新。它体现了

中国共产党的信仰、制度、作风、道德、革命精神等

种种优秀传统。 

 

根据图 1，红色文化中较英雄故事而言，64%的人

认为跌宕起伏的革命历程更吸引大家。龙池镇的渤海

走廊革命斗争陈列馆、龙池抗日殉国烈士祠、全武红

色博物馆等物质红色文化主要以革命历程为主，跌宕

起伏、可歌可泣的革命历程更深入人心。 

3.2 龙池镇红色物质文化的开发现状 

资料显示：自 2019 年以来，龙池镇以“传承红

色基因，汲取前进力量”为主题，大力开展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建设，用“红色文化”引领文明实践，培育

时代新人。小镇充分挖掘红色资源，搭建传播实践平

台：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建设过程中，不另起炉灶，

注重与丰富的红色历史资源相结合，充分利用已有的

的红色物质文化，借助现有资源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

活动，充分开发和宣传红色物质文化，为挖掘红色文

化资源，先后组织 20 名党员义工组成 4 支“红色故

事采访队”，整理记录文章 86 篇，为开展各类红色教

育实践活动收集整理了宝贵的第一手史料。 

除此之外，小镇积极发扬红色传统，丰富活动实

践内涵：充分发挥百姓宣讲在弘扬红色文化精神中的

示范带动作用，邀请革命老兵、建国前老党员组成“红

色宣讲团”，在各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常态化开展革

命故事宣讲，用鲜活的事例讲述战争年代和改革开放

时期的革命奋斗历史。另有，小镇传承红色基因，升

华教育实践意义：在“传承红色基因”文明实践活动

中，该镇组织机关干部和在校学生常年开展走访慰问

革命老兵、建国前老党员活动，以这种志愿服务形式

传承为党和国家、为社会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激发

干事创业、担当作为的激情和干劲。 

近年来,龙池镇先后打造了以“渤海走廊”革命斗

争陈列馆为核心,整合周边红色文化展览中心、抗日

战争纪念馆、红色马渠政德政风教育基地、齐氏家风

家训馆、瓦东村过硬支部村史馆及陈干纪念馆等 8 处

教育基地,形成了半径 3 公里的“一线八点”教育基

地聚集圈,构建起融党史党性、政德政风、家风家训

“三位一体”的红色文旅党性教育综合体。同时,结

合打造文旅四大片区,建设了梦幻花海生态观光园、

龙文化观光园、红色文化广场、古村花田等特色公园

8 处。2019 年,红色文旅小镇累计接待参观游客达 25

万人次。 

自 2020 年以来,龙池镇聘请特色小镇建设专家,

对全域红色文旅资源进行全局规划,吹响了红色文旅

研学小镇建设的号角。全镇将以“渤海走廊”为主线,

串联走廊沿线各类教育基地,建设山东最大的红色影

视文化体验园和半岛红色旅游集散中心,打造中国红

色研学教育培训示范基地。建设红色民宿、红色研学

中心、文创商品一条街,开发红色文创作品和“渤海

滩”特色农产品,建设中草药种植园和农耕体验园。

同时将红色旅游、素质拓展、企业团建等有机融合,

开发环渤海红色文旅精品路线,引领红色研学潮。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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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龙池镇当地红色物质文化了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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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龙池镇红色文化的宣传现状 

 

根据图 2，能够将本地区的红色遗迹或景点正确

选出的人占到半数以上，但能够全部选出本地红色物

质文化的人仅有 56%，可见红色物质文化得到了开发

和宣传，但程度并不广泛，不够深入人心，仍需要进

一步的开发和宣传。积极开发红色物质文化，寓思想

道德教育于参观游览之中，将革命历史、革命传统和

革命精神通过浏览的方式传输给广大人民群众，有利

于传播先进文化、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增强爱

国主义教育效果。 

结合图 3 分析，对本地区的红色物质文化了解很

多的人，仍有少数人选择了台儿庄纪念馆和赵树理纪

念馆这两个错误选项，可见对红色物质文化的了解不

够细致，仅是泛泛而谈。但仍有很多的当地人愿意积

极加入红色文化的宣传活动中，把红色文化传承下去，

现在弘扬和继承红色文化，主要在于它的精髓：即爱

国主义情怀和艰苦奋斗精神。现代人应该继承这种精

神，缅怀先辈们的战斗历程。 

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红色文化中的红

色精神永远是我们前进的根和魂，红色传统历经我们

党无数次的革命斗争和抵抗外侮侵略的战争形成，不

应该丟在我们这一代手上。在新的时代里，弘扬“红

色文化”更显得十分重要。综合题目，我们发现当地

的红色文化的宣传和弘扬并不全面，仍需要改进。 

 

根据图 4，各种宣传方式都达到了半数以上，选

择最多是网络、电视媒体宣传，达到了 76.5%；有 62.5%

的人认为红色讲座、红色报刊书籍、网络电视媒体、

走访革命根据地、将红色课程纳入义务教育都可以提

高群众对红色文化的认识。由此可见，人们对于红色

文化有很高的接受度，从多个方面提高对红色文化的

认识。在当今崇尚物质的社会，也缺少不了红色文化

这种精神食粮，鼓励着当今社会的人们努力奋斗，珍

惜这来之不易的生活。 

 

根据图 5，群众认为红色物质文化最需要改进的

是景区环境与服务。红色遗址景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不

足，如停车位缺少，通讯设备、环卫设备落后，在一

定程度上制约了当地红色物质文化的宣传和进一步

发展；其次选择最多的是景点单一、表现内容雷同，

内容单调会导致参观者失去兴趣，不利于当地红色文

化的传播。丰富的内容和有趣的故事性红色文化更吸

引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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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龙池镇红色文化未来发展规划  

自 2020 年以来，昌邑市龙池镇立足红色资源优

势，深挖文化发展潜能，全面启动红色文旅小镇建设，

提升文旅产业的厚度和内涵，打造党性教育综合体，

让革命旧居“活”起来，让历史故事“立”起来，让

外来游客“动”起来，引领以红色基因弘扬和传承为

主线的转型发展之路。 

通过推行整镇式的红色产业发展，有效引导区域

综合开发，打造了融合红色旅游、特色餐饮、乡村民

宿、康养医疗、休闲度假于一体的红色文旅小镇，形

成了红色文旅资源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探索

出红色文旅带动“红色经济”蓬勃发展的乡村振兴

“龙池模式”。为进一步加强红色文化宣传力度，落

实红色文旅助力乡村振兴的政策。 

2021年，龙池镇将从以下方面加强红色文化建设：

以项目为基础，打造知名党性教育品牌。抓住市委党

校新校和中小学生实践基地开工建设的有利契机，加

快“龙乡客栈”“红色文化广场改造提升”“全武

展馆布展”“齐氏牛街企业家乡居”“马渠战

廊”“星火瓦城”等文旅项目提升和建设进度，打造

省内知名、全国闻名“一线八点”红色文旅综合体。

以活动为平台，打造文旅靓丽名片。
[5] 

5.对龙池镇红色文化振兴的建议和对策 

红色文化所蕴含的坚定信念、献身精神、纯真情

义等高贵品质恰恰是当下社会种种人文精神缺少的

一种珍贵补偿，因此，红色文化不该成为我们心中尘

封的记忆，我们应该将红色文化传承和发扬出去，振

兴红色文化。 龙池镇红色历史悠久，红色印记众多：

这里曾建立了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七支队，爆发了瓦

城战役等革命斗争；为保障边区政府物资需求，这里

曾建立了著名的红色交通线——“渤海走廊”。进入

新时代，龙池镇抓住发展机遇，立足深厚的红色资源，

全面振兴龙池红色文化。根据调研结果，我们提出以

下建议： 

1、充分发挥网络电视媒介等大众传媒的作用，丰

富“龙池红色文化”的作品形式。追寻红色足迹，在

重要节日及纪念日期间，利用大众传媒媒介推荐红色

作品，提倡大家关注红色文化。 

2、举办更多有关“龙池红色文化”活动。定期举

办以“龙池红色文化”为主题的大型活动，让“龙池

红色文化”走向每家每户。在当地的中小学开展有关

“龙池红色文化”的专项教育，红色教育从娃娃抓起。 

3、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提高服务接待能力。当

地的红色物质文化持续升温，要想做到长远发展，就

要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提高设施的档次，在食、住、

行、游、娱上满足和适应不同参观者的需求。 

4、继续深入丰富和挖掘红色物质文化资源，创建

红色品牌。为了增加龙池红色物质文化的吸引力，可

以着重体现“龙池红色文化”的特色——龙池文旅，

带动龙池红色文化振兴。 

5、继续加强红色旅游文化的发展，贯彻落实“十

四五规划”纲要下打造一批文化特色鲜明的国家级旅

游休闲城市和街区。推进龙池镇红色旅游、文化遗产

旅游、旅游演艺等创新发展。
[6] 

6.结语  

“凿得源头活水，传承红色基因”，90 年的峥嵘

岁月，记录着革命先辈一路的脚印。一代又一代的更

替，红色文化振兴的重担又落在了新一代青年的肩上。

在本次的调研活动中，我们队员看到了龙池镇革命前

辈的光环，看到了老辈革命家为国为民奋斗终生的理

想信念。在参观革命烈士纪念馆后，我们感受到伟人

“谁主沉浮”的豪情壮志，通过瞻仰革命先烈铜像、

默哀、宣誓等方式来表达我们对带领中国人民走向光

明的革命先烈的尊敬与崇拜。那些鲜为人知的革命故

事，促进青年一代的我们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荣辱观，

培养爱国情怀和弘扬民族精神。除了革命老区带给队

员的精神震撼外，社会主义社会下新农村红色文化建

设的成就，也令我们为之赞叹。这离不开党在长期领

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所创造和积累的丰

富历史经验。在党的关怀和指导下，龙池镇致力于红

色文化龙乡建设，推介龙池历史文化，用心传承红色

基因，文旅小镇进一步起势。面临新的“文旅”创新

挑战，龙池镇全体人民更应团结一心，坚定信心、凝

聚共识，真抓实干、锐意进取，践行新理念，探索乡

村振兴“龙池模式”，创造高质量发展“龙池速度”，

为全市经济社会持续健康进步再添光彩，再建新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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