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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化红色文旅线路赋能“城市狮山”建设
狮山镇通过党建引领，激活红色引擎、唱响红色旋律、丰富红色内涵，打造有狮山特色的红色文旅线路

“我们公司积极打造大党建平
台，与红星社区共建，打造狮山镇村
企共建的新样板。”11月20日，专家
们走进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佛
山分公司开展调研，该公司党委书
记、总经理张硕表示，他们希望通过
村企共建，响应乡村振兴战略，带动
周边乡村发展。

“红色文化基因非常强大。”红星
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经联社
社长张万和介绍，以当时的百计塱为
例，上世纪40年代，王仲华、高柱天
两位共产党员利用教师身份在村内
开展地下工作，他们每天轮流到不同
的村民家里吃住。当时村庄大部分
的小孩都是这两位共产党员的学生，
今年88岁的红星社区村民张以华就
是其中一名学生，他曾用小孩身份作
掩护为他们向外送信。当时，王仲华
还通过讲学革命思想吸收了很多党
员，并先后建立了教师联谊会、抗日
儿童团等群众组织。

“以企带村、以村促企、村企互
动”。在今年7月1日，狮山镇红星社
区与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佛山

分公司举行“党建引领 共同缔造”启
动仪式。随后，双方开展了共享培训
资源、安全讲解走进社区、社区居民
走进工厂等形式多样的主题交流活
动。通过交流，企业员工更加深入了
解红星社区的红色文化精神，当地群
众则领略了现代化企业的智能制造
风采。双方在企业文化与优秀乡情
文化之间，实现了融合、提升，红色血
液在结对共建中碰撞出新鲜火花。

“我们社区打算和该公司合作，
修建一个含有党建、村企共建元素的
特色主题公园。”张万和说，红星社
区作为一个拥有深厚红色文化底蕴
的革命老区，是狮山镇打造红色旅游
线路的重要一环，红星社区与一汽-
大众汽车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结对
共建党建，党建工作+红色元素+现代
科技的结合，将会盘活别具风格的红
色血液。

“发展红色文化依靠的力量是什
么？不就是党支部、党员吗？红色文
化与党建工作同步发展，将会带来意
想不到的创造力和影响力。”李长征
说。

“街边社区以党建引领各项工作，通过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让人居环境变得更加优美，同时
将引进高端产业，真正体现产城人融合的发展
理念。”11月 26日，在狮山镇街边社区“党建引
领·乡村振兴”主题文艺晚会上，该社区党委书
记、居委会主任、经联社社长冼志华与村民分
享党建引领的“硕果”。

党建引领是狮山镇今年工作的重心，活化
红色资源打造红色文旅线路，正是狮山镇加强
党建引领的重要举措之一。11 月 19 日至 21
日，“党建引领·红色印记”——2019第三届专
家调研狮山镇活动举行，5位来自北京、广东的
专家，前往中共南海县委旧址、高边社区璜溪
经济社等地开展调研，为狮山镇“如何通过党
建引领打造红色旅游线路，赋能‘城市狮山’建
设”出谋划策。

部署

激活红色引擎完善教育载体

“狮山镇拥有极其深厚的红
色文化资源，南海区共有14个革
命老区村，狮山镇占了13个。”
11月20日下午，在“党建引领·
红色印记”——2019 第三届专
家调研狮山镇座谈会上，狮山镇
委委员、团镇委书记关钧宜向专
家们介绍。

“参观高峰期时，我一天内
要为10批参观者讲解中共南海
县委旧址的‘前世今生’。”显纲
社区老党员、中共南海县委旧址
管理员张达良告诉记者，中共南
海县委旧址已成为南海区乃至
佛山市的党组织、党员“寻根”之
地，“我们通过声音传播红色故
事、革命精神。”

在打造红色旅游线路中，狮
山涌现一批优秀讲解员，张达良
是其中一员。他们站在传播红
色文化精神的第一线，狮山深厚
的红色文化通过他们口口相传
深入传达到各党员心中，凝聚为
一股坚定的精神力量，成为推动
无数党员开展基层党建工作的
重要文化“源泉”。

作为广东第一镇，狮山镇如
何利用自身得天独厚的产业优
势，在党建引领下，通过盘活众
多的革命老区村等红色资源，打
造红色旅游线路，促进“产业狮
山”向“城市狮山”跨越？

“狮山有许多有形的、无形
的红色文化资源，要充分挖掘调

动起来，保护好、宣传好、传承
好。”华南师范大学城市文化学
院副院长郭守运提议，狮山可以
充分发挥党建引领和党员先锋
模范带头作用，开展党员认领红
色资源“保护对象”活动，由党员
带头调动社会各方力量，对部分
古村落墙体出现破损的房屋进
行认领修复，对一些闲置场地可
发动企业做一些关于党建、红色
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的
宣传。

“红色文化和党建密不可
分。继承红色文化基因是党建
工作的力量源泉。”中央电视台
《成功之路》栏目总制片人李长
征在调研后认为，狮山应该抓牢
红色文化建设，让党建工作再上
新台阶。而抓牢红色文化建设
的第一步，无疑就是激活红色引
擎，包括挖掘红色故事、保护红
色载体、完善红色配套等。

“目前狮山的第三产业还有
较大提升空间，红色旅游的服务
配套稍逊色，不能较好满足游客
的旅游需求。”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
建议，狮山可以借鉴旅游公司的
做法，与当地党校等合作，做好
接待服务。而广东省县域旅游
竞争力评价中心专家组组长武
旭峰则认为，狮山在打造红色旅
游线路时，要完善停车位、景区
标识等配套设施。

狮山虽拥有13个革命老区
村及众多党建基地，但这些红色
旅游资源犹如珍珠般散落在不
同村居中。这成为目前狮山镇
打造红色旅游线路、激活红色引
擎所面临的一道“关卡”。

如何将这些零散的红色旅
游点串珠成链，唱响红色旋律，
打造有狮山特色的红色文旅线
路？记者发现，专家们在开展调
研时，无一不被狮山的乡村风貌
所吸引。“虽然我们已远离那个
时代，但乡村可以留住乡愁，我
看到狮山镇仍保留有传统村镇
风貌。”中央宣传部原机关党委
专职副书记马栓柱建议，狮山镇
以特色小镇为抓手，突出党建引
领，推动红色文旅线路打造。

令专家们印象深刻的是，招
大社区通过建设一支党员志愿
服务队伍、一个党建主题公园
等，形成“八个一”党建工作法，
以组织振兴助推乡村振兴。招
大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经联社社长招国强介绍，招大党
建主题公园自8月8日启用以
来，既成为党员活动的主要活动
阵地，也成为居民休闲娱乐的好
去处，这不仅发挥党员先锋模范
作用，也有利于市民监督，形成

“群众看党员，党员看干部，干部
看书记”的良好氛围，实现书记

带领群众振兴乡村。
“狮山虽然是一个镇，但是

视野和眼光不能局限在一个镇，
大镇要有大作为和大梦想。”狮
山镇委书记林健表示。11月12
日，“筑梦新狮山 制造新城市”城
市推介会举行，为狮山践行“大
作为和大梦想”开启了寻梦之
旅。狮山镇镇长黄伟明表示，接
下来，狮山将以“三城”为核心、
四个万亩森林公园为绿芯、有轨
电车试验线及慢行系统为轴线、

“两高四新”产业为薪火，对标新
加坡，建设高品质生态园林城
市，打造生产、生活、生态“三生
共融”的新狮山。而在这个过程
中，狮山红色文旅资源将扮演怎
样的角色？

专家们一致建议，红色文旅
线路的打造可以借鉴招大社区
的做法，坚持党建引领这一主旋
律，通过党员的带头作用，创新
文旅宣传方式，通过拍摄影视
剧、诗歌戏剧、朗诵、编撰革命老
区村红色文化书籍等艺术方法，
以及印制精美文旅画册等文旅
产品，将红色文化资源打包成多
样化的文旅产品，借助狮山镇现
有产业、经济优势，以及各红色
文旅景点周边的商业元素，为狮
山红色文旅资源赋予“城市建
设”的新动能。

“城市建设既要抓经济建设，
也要抓精神文明建设。”李长征
认为，狮山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
就是一座取之不尽的精神文明
建设宝库，“如何让红色文化发
展与经济发展并驾齐驱，这值得
狮山不断探索和研究。”

在调研狮山过程中，专家们
一次次被狮山丰富的红色文化
资源震撼，尤其是被张云峰以及
狮中村陈洞经济社义民纪念碑
记载的革命烈士的感人事迹所
感动。

红色文化精神的核心是为
了革命事业不畏艰辛不怕牺牲
的奋斗精神奉献精神。在新时
代，狮山人可以通过“唤醒”革命
老区村红色资源背后的“红色记
忆”，丰富红色文化内涵，充分发
扬革命先烈艰苦奋斗、无私奉献
的革命精神，赋能“城市狮山”建
设。

狮山未来发展，核心在于党
建。党建的初心和目的，在于满
足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向
往和追求。今年以来，狮山镇坚
持党建引领，通过树榜样、亮身
份、铸品牌等方式推进党建工作
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以党建助
力狮山在新兴城市向现代都市
转型中、在制造业大镇向智能制
造强镇转型中和在推进乡村振
兴战略中三个方面作出示范，以
此全面开启狮山高质量发展的
新征程。

“我们正在试点推行党员楼
长制，希望充分发挥党员尤其是
流动党员的力量，创新小区治
理。”罗湖社区党委委员吕红磊

介绍，通过党员楼长制推动小区
治理，是罗湖社区党委在基层治
理的一次探索。因在聚焦基层
党组织规范化建设、提升基层
党组织组织力方面的突出成
效，今年，罗湖社区被作为狮山
镇基层党组织的“榜样”之一，
与群岗社区、狮南村、谭边社区
等共同成为“红旗党组织”的创
建试点。

“门上挂着的牌子让我时刻
提醒自己，作为共产党员，就要
处处发挥表率作用。”5月8日，
接过印有“我是党员，我带头”文
字的“共产党员户”牌匾，狮山镇
招大社区冼边经济社有着四十
多年党龄的老党员冼根隆激动
地说。

党员带头更能密切联系群
众，而密切联系群众正是党建最
大的优势。为了更好地夯实基
层党建，引领村（居）综合转型升
级，狮山镇坚持实施驻点联系制
度，积极推进“全员驻点、全时响
应、全面融入”的“三全”联系法，
让驻点党员成为沟通政府与群
众的桥梁。

“大到需要几万元资金的旧
房修葺，小到几百元的御寒棉
被、电饭煲，通过推行直联品牌

‘三全’联系法，驻点团队不断帮
群众圆梦。”狮山镇组织工作办
公室主任叶翠娇介绍，“阳光·圆
梦”特色项目是狮山镇直联工作
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促进基层
党建的重要抓手。今年，该项目
已收到弱势群体微心愿118个，
投入约10.4万元的圆梦经费，为
有需要的狮山人圆梦95个。

村企结对共建盘活红色血液

文/珠江时报记者马一右 见习记者 原诗杰 通讯员 金延婷潘健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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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特写

■在狮中村燕溪社学，讲解员为亲子家庭讲解红色故事。

■招大社区党建主题公园，是集思想教育、休闲健身、传承文化等于一体

的党群红色教育基地。

■11月19日，专家组前往中共南海县委旧址等地方开展调研，为城

市狮山建设出谋划策。

■大学生在狮中村陈洞经济社义民纪念碑前缅怀革命先人。（资料图片）

创新

唱响红色旋律打造文旅线路

目标

丰富红色内涵 赋能城市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