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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解放公园

海南解放公园位于临高
县北部海岸，距离临高县城11
公里，是解放军渡海登陆战主
要登陆点。为纪念解放海南
渡海登陆战，2006年，占地面
积86亩的临高角解放公园建
成，整个公园以热血丰碑雕像
为轴心，与百年灯塔、40军和
43军烈士纪念碑相对应，雕
像、纪念碑、灯塔、琼海关、纪
念馆等汇聚一起，表达对解放
海南的革命先烈的纪念之意
和缅怀之情。

2020年2月，园区开始进
行升级改造，新增了渡海登陆
作战铜塑像、观海瞭望塔等景
点，新建喷泉广场、公园大门、
卫生厕所、指示标识以及停车
场等。2020年 12月 31日正
式更名为海南解放公园。

解放海南岛渡海战役纪
念馆也由原来的1100平方米
扩建到3000平方米，增加260
余件展品、300余张图片及多
媒体视频等，以丰富的历史文
物，翔实的文史资料生动再现
当年渡海战役战斗的场景，真
实记录海南解放历程，全面展
现解放海南岛渡海作战的重
大历史意义。

★地址：临高县临高角旅
游区

★周边游玩推荐：感受了
抢滩登陆海南岛的壮怀激烈
后，你还可以去附近的东英镇

“头洋海堂”乡村旅游点，体验
美丽乡村建设成果，感受临高
独一无二的渔耕人文生态，赏

“海堂”小院民宿，品“海堂”美
食。

打卡海南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走！让脚步激活 记忆

六连岭烈士陵园

六连岭烈士陵园位于万
宁市的东北方，它是全国重点
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是
1961年秋万宁县人民政府为
纪念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斗
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牺
牲的革命烈士而修建。

1926年夏，万宁第一个党
支部在六连岭下的田头村成
立，从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海南人民以六连岭为革
命根据地，百折不挠，前仆后
继，革命斗争从不间断。六连
岭革命根据地陈列馆详细地
记录了中共万宁地方党组织
以六连岭革命根据地为依托，
坚持开展长期的武装历程，展
示了民主革命时期万宁人民
艰苦卓绝的革命记忆。

★地址：万宁市和乐镇
★周边游玩推荐：在和乐镇

参观六连岭烈士陵园后，可以来
一场万宁深度游。比如去大石
岭村，体验菜园采摘、亲近自然
教育活动，去兴隆热带植物园
观赏科普植物，去兴隆咖啡谷
品尝正宗的兴隆咖啡，或是前
往石梅湾九里书屋，感受中国最
美书屋里凭海临风的书香。

张云逸纪念馆

张云逸纪念馆坐落于文
昌市，为纪念张云逸将军100
周年诞辰而建。馆内矗立着5
米高的张云逸大将全身铜像，
栩栩如生地呈现了张云逸将
军的戎马英姿。张云逸将军
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
北伐战争；1929年与邓小平同
志一起领导广西百色起义；
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
国大将军衔，接受一级八一勋
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以及一
级解放勋章。

馆内设有“张云逸大将生
平陈列室”，两层楼的展厅，陈
列着张云逸将军学生时代和
各个革命时期的500多件书
稿、相片和实物资料，全面系
统地展示了叱咤风云、纵马横
刀的开国大将光辉战斗的一
生。

★地址：文昌市文建路51号
★周边游玩推荐：“航天

文昌·飞天梦想”精品路线日
前入选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宣
传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
院、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
的“建党百年红色旅游百条精
品线路”。可以按照“海南省
文昌航天发射基地—文昌航
天科普馆—文昌航天主题公
园—文昌龙楼航天小镇—文
昌淇水湾”这一路线，走近大
国重器、感受中国力量。

足迹六

足迹七

红色娘子军纪念园

红色娘子军纪念园位于
海南省琼海市，为纪念第二次
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诞生的“中
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女子
军特务连”而建造。1931年5
月1日，红色娘子军在乐会县
（今琼海市）组建。全连共100
人，除挑夫和号兵外，全为女
性。娘子军先后参加了攻打
文市、学道、中拜、分界等战
斗，机智灵活地配合红三团主
力作战，毛泽东、周恩来等领
导人高度评价红色娘子军为

“世界革命的典范”。
红色娘子军纪念园2000

年5月1日建成开园。纪念园
由和平广场、纪念广场、红色
娘子军纪念馆、椰林寨、旅游
服务区等五个部分组成，占地
面积200亩。和平广场位于
纪念园正中前沿，可容纳数千
人；正中舞台背景是女子军竹
笠、军号、和平鸽、砸断的锁链
的巨型雕塑。开园21年来，共
接待中外游客 2600 多万人
次。

2001年6月，纪念园被中
宣部定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
示范基地。2005年3月，被评
为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

目前，红色娘子军纪念园
正在闭园进行提升改造，进一
步充实展陈内容，完善配套设
施，提升爱国主义教育服务保
障水平。

★地址：海南省琼海市嘉
积镇356县道

★周边游玩推荐：附近被
誉为“中国最美休闲乡村”的
北仍村，保留着当地特色文化
和乡村风貌，青砖灰瓦的传统
民居风格、槟榔林里的绿道骑
行、乡愁味道农家乐、草寮咖
啡屋、庭院时光咖啡屋、北仍
客厅等系列具有乡愁味道的
景点，让人在惬意的乡村时光
中回忆乡愁。

琼崖红军云龙改编旧址

琼崖红军云龙改编旧址
位于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云
龙墟，始建于1952年2月，占
地面积2400平方米，建筑面
积1000平方米，大门正中竖
立一尊手握钢枪的独立队战
士全身铜质铸像，总高 10.4
米，像座正面刻有题词“琼崖
抗日先锋”，背面刻有“云龙改
编简介”。在展览馆中，展出
了多幅珍贵的历史图片，部分
琼崖纵队成员在抗战时期使
用过的手枪、党旗，以及冯白
驹将军使用过的印章，当时的
书信等物品。

1937年“七七事变”后，以
冯白驹为首的中共琼崖特委
按照“团结抗日”的指示，与国
民党琼崖当局达成琼崖国共
两党团结抗战的协议。其中
议定琼崖工农红军改编为“广
东民众抗日自卫团第十四区
独立队”（简称琼崖抗日独立
队）。1938年12月5日，琼崖
工农红军改编仪式暨誓师抗
日大会举行，大会宣布广东民
众抗日自卫团第十四区独立
队成立。这就是琼崖抗战史
上著名的“云龙改编”。从
1939年3月起，独立队先后扩
编为独立总队、独立纵队。
1947年10月，中央军委将独
立纵队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
军琼崖纵队”。独立队在中共
琼崖特委的领导下，坚持国共
合作、团结抗日的方针，独立
自主地发展、壮大自己，发动
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成
为琼崖抗日先锋和中流砥柱。

★地址：海口市琼山区云
龙镇

★周边游玩推荐：海口市
琼山区拥有丰富的红色文化
资源，除了琼崖红军云龙改编
旧址，还有抗日第一枪阻击战
遗址、冯白驹故居等，你可以
按照海口市旅文局推出的六
条红色经典旅游线路按图索
骥，用生动的历史让党史学习
教育“鲜活”起来。

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

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
位于琼海潭门千年渔港旁，占
地 面 积 150 亩 ，建 筑 面 积
70593平方米，其中展陈面积
2.7万平方米。该馆2020年被
评定为国家一级博物馆。建
成以来，该馆宣讲南海人文历
史、自然生态和水下文化遗产
等相关知识，积极发挥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的作用，弘扬爱国
主义精神，使得观众在参观中
能够全方位地感受南海的独
特魅力，了解博大精深的中华
传统文化。

目前，馆内设有陈列展览
8个，包含“南海人文历史陈
列”“南海自然生态陈列”“八
百年守候——西沙华光礁I号
沉船特展”等，其中，“南海人
文历史陈列”荣获第十六届
（2018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
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精品奖”。

数据显示，自开馆以来，该
馆共接待观众141.7万人次，
作为海南省机关党员干部教育
基地，为党员团队提供讲解服
务143批次，参与人数5650人
次，引导党员干部、青少年群体
广泛开展学习实践活动。

★地址：琼海市潭门镇博
物馆路1号

★周边游玩推荐：杨善集
故居就坐落在距中国（海南）南
海博物馆不远的潭门镇井堪
村，在此可以了解这位琼崖革
命先驱的生平事迹。潭门渔港
里桅杆林立、海鲜飘香，让人抚
今追昔，感怀百年巨变。

足迹一

母瑞山革命
根据地纪念园

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

园位于海南省定安县，原为琼

崖红军操场司令台遗址。母

瑞山革命根据地在1928年和

1932年琼崖两次革命低潮时，

两度成功保存了琼崖革命的

“火种”，在“琼崖革命二十三

年红旗不倒”的斗争中起着举

足轻重的作用，被誉为“琼崖

革命的摇篮”。

园中建有陈列馆、接待

室、值班室、题词亭、湖中亭、

假山池等景点，总建筑面积

5394.6平方米。题词亭里有

聂荣臻、徐向前、薄一波、迟浩

田、张爱萍和韩先楚等17位中

央党政军领导人的题词。陈

列馆则陈列了海南在新民主

主义革命时期四个阶段，革命

战士使用过的各种生活用品、

工作用品、武器、旗帜、印章、

历史照片等革命斗争史料及

珍贵文物。

2001 年 6 月，纪念园被

中宣部定为全国爱国主义教

育示范基地，同年被列入省

级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

位。

★地址：海南省定安县中

瑞农场

★周边游玩推荐：虽然

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距

离城市较远，但母瑞山农场

公司和属地政府利用周边红

色文化资源和乡村旅游资源

众多的特点，串联起一条包

含天然茶园、茶叶加工厂、稻

田等多重体验的红色文旅路

线，游客可以深入茶园采茶，

学习茶叶加工，学插秧种红

米，参与农事劳作，从思想和

行动上切身得到红色文化熏

陶。

足迹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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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迹四

■ 本报记者 赵优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新命名

111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我省
的临高角海南解放公园、中国（海南）南海博物

馆入选其中。至此，我省共有7处全国爱国主义
教育示范基地。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
党和国家的红色基因库，是弘扬民族精神、传承红
色基因的重要地标和生动课堂，是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的重要载体和有效抓手。中国共产党即将
迎来百年华诞，我们不妨走进这些全国爱国
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追寻历史足迹，致敬
英雄模范，传承红色基因。

琼崖红军云龙改编旧址。
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万宁六连岭烈士陵园。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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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解放公园。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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