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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红色旅游资源外宣研究 

曾文华，苗江雪，韦红回 

桂林理工大学  广西桂林 

【摘要】广西地区具有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且近年来当地红色旅游的发展势头良好，但是目前其在

红色旅游外宣方面仍旧存在着许多问题。本文分析了广西红色旅游本身的资源优势及自治区政府在红色旅

游的政策支持优势，并通过探讨广西红色旅游目前在外宣上存在的外宣意识薄弱、人才紧缺、网站缺失等

一系列问题，提出促进广西红色旅游外宣发展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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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publicity of Guangxi red tourism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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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re are rich red tourism resources in Guangxi Province. Although local red tourism has 
developed quite well, there still exist many problems in the aspect of red tourism publicity. Thu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Guangxi red tourism publicity by analyzing the 
advantages of Guangxi red tourism on resources and the advantages of policy support of the autonomous region 
government in red tourism as well as discussing a series of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publicity of Guangxi red 
tourism, such as weak awareness of publicity, shortage of talents and lack of webs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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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广西作为较早开展革命和建立中国共产党组织

的地区之一，具有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红色旅游

背后所蕴含的红色文化不仅在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

具有一定的内涵和意义，在当代我们仍需要去学习

传承这一独特的价值。积极开发广西的红色旅游资

源的同时，面向世界各国宣传广西红色旅游的丰富

资源及其背后所蕴含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奋斗精

神和中华民族精神，形成以广西的红色旅游为代表

的红色文化符号，在国际上打造红色旅游品牌。 
1 广西红色旅游发展概况 
1.1 广西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 
广西地处中国的西南部，是中国共产党开展革

命活动和建立早期地方组织的地区之一，在中国的

革命历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广西红色文化旅游资

源丰富，全区红色经典景区建设力度不断加大，全

州县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兴安县红军长征突

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灌阳县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新

圩阻击战纪念园等 16 家景区成功创建国家 4A 级旅

游景区，百色起义纪念园成功创建国家 5A 级旅游

景区。桂林、百色、崇左、河池等市依托红色文化

旅游资源，建设 7 个红色旅游教育培训基地，东兰

县拔群干部学院建成并投入使用。目前，全区共有

国家 3A 级以上红色旅游景区 37 家，5 处 16 个景区

（点）入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全国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国经典红色旅游景区数量具

体见表 1。 
1.2 政府政策对于广西发展红色旅游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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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促进广西红色旅游的发展，2019-2021 年，

自治区财政共投入 5416.94 万元支持红色旅游目的

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安排 1600 万元重

点支持广西游直通车项目（“一键游广西”）建设，

进一步推动广西旅游智能化，提升旅游服务水平。

同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出台了类似于《广西红

色旅游发展“十三五”规划》等一系列政策。“十

三五”期间，广西坚持革命历史文化资源有效保护

和合理开发两手抓，大力发展红色旅游，推动红色

旅游景区提质升级，年接待游客人数持续增长。经

过精心培育，红色旅游成为广西旅游业的主打品牌

之一，广西成为全国重要的红色旅游目的地之一，

实现了红色文化传承和旅游经济增长“双丰收”。 

表 1 广西红色旅游资源数量 

类型 数量 典型代表 

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13 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设施 

全国经典红色旅游景区( 点) 16 贵港市桂平县太平天国金田起义旧址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66 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八军军部旧址 

全国重点烈士纪念馆建筑物保护单位 5 柳州烈士陵园 

自治区级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 22 革命烈士纪念碑 

自治区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75 黄大年先进事迹教育基地 

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568 中共广西省委第二次代表大会旧址 

 
2 广西红色旅游外宣的发展现状及其存在的问

题 
广西红色旅游产业的不断建设和发展，让国内

外的人们都不断地领略到广西地区红色旅游的独特

魅力，对于人们更好的了解广西起到了十分重要的

作用。但是目前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广西如今的红

色旅游对外宣传工作尚处于起始阶段，仍有很多工

作尚未完成到位，外宣力度远远不够。 
2.1 政府及相关部门对外宣传意识有待加强 
广西政府目前对于当地红色旅游的发展虽提供

了一些政策上的支持，但目前所拥有的政策措施仍

不够完善，政策上仍需要提供更多保障。且广西政

府的红色旅游发展意识和红色旅游外宣意识都亟待

提升。目前，专门负责广西红色旅游及其外宣的官

方平台仍旧缺失。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作

为广西旅游的官方网站，其目前发布的红色旅游相

关信息只有 133 条，其中关于红色旅游外宣的更是

趋近于无。由此可见广西自治区政府在对待广西红

色旅游发展问题上，其意识需要进一步的提升。且

该网页只支持繁简切换，这对于外国友人想通过该

站来获取一些官方旅游信息而言十分不便，也在一

定程度上阻碍了外宣的发展[4]。 
2.2 红色旅游对外宣传渠道不够完善 
广西目前的红色旅游的外宣方式仍旧较为传

统，目前广西红色旅游面向大众展现的平台仅有中

文网站和微信公众号这两种形式，整体宣传平台本

就较为单一，而外宣网站和国外社交平台账号都还

尚未建设，未能够充分利用现代化平台进行红色旅

游的外宣工作。如百色起义纪念公园，该景区整合

了百色起义纪念馆、百色起义革命烈士纪念碑等革

命历史文化资源，并成为红色旅游重点景区——“两

江红旗，百色风雷”景区，曾获评国家 AAAAA 级

景区的。但截至目前该景区都还未开设相应的英译、

日译等多种语言的网页，只存在微信公众号和中文

网站，这使得外国人对于其旅游资源信息的获取渠

道上相对封闭。作为广西著名的红色旅游景区在外

宣平台建设方面都尚且如此欠缺，而一些小的红色

旅游景区，比如桂林市的新圩阻击战旧址、白面瑶

寨、金石红军堂等其甚至中文网站的建设也仍处于

缺失之中。 
同时，广西目前红色旅游发展的资金链和产业

链仍然需要进一步的完善，红色旅游的基础设施建

设也需要进一步的加强。因为产业发展模式的单一，

因此广西的红色旅游在外宣上缺乏一定的吸引力。 
2.3 红色旅游人才紧缺、外宣资料的翻译存在

问题 
红色旅游讲解员承担着讲好红色故事的重要使

命，广西目前红色旅游景点众多，但高质量的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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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人才资源却依旧较少，特别是能够做到“融通

中外”的红色旅游外宣人才极为紧缺。 
一些红色旅游外宣资料的翻译上存在着词不达

意，用词不当等问题，特别是红色旅游中的一些专

有词汇缺乏标准规范，语句翻译也没有很好的做到

贴合外国人的语言表达的习惯。这些都不利于外国

人的理解，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红色旅游的外

宣[2]。 

3 广西红色旅游资源外宣的建议 
3.1 加大对红色旅游外宣的扶持与引导 
基于当前扩大对外开放的发展形势和“一带一

路”等开放政策机遇下，广西政府及红色旅游发展

相关部门应给与广西红色旅游对外宣传工作更多关

注和支持，制定和完善红色旅游外宣的相应措施，

积极推进广西红色旅游在国际市场上的健康发展。

可以通过建设一个专属广西红色旅游的平台，来定

向负责广西红色旅游及其外宣的发展。同时要积极

推动红色旅游在旅游产业中地位的提升，增强人们

对红色旅游产业的兴趣，推动更多人才和资金投入

到红色旅游及其外宣事业的发展中去[4]。 

3.2 探索多重外宣渠道 
在广西红色旅游对外宣传过程中，必须处理好

与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在保持广西本地文化

特色的同时要做到充分尊重和肯定其他国家和地区

的文化。 
在内容上，要积极选择能够激起多方共鸣的素

材作为红色旅游外宣的内容，坚持求同存异的理念，

让其他地区的人民更好的接受来自我国的红色旅游

和红色文化。比如因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属于少数民

族地区，在广西红色旅游资源外宣时可以与瑶族盘

王节、壮族嘹歌、三江侗族大歌等多姿多彩的广西

习俗相结合，将广西的红色旅游资源及其红色旅游

背后的轶事趣闻等改编成朗朗上口的民谣以供传

唱。广西在旅游外宣时曾举办过《春天的旋律·2017
跨国春节晚会》，红色旅游在外宣时也可以借鉴这

一思路，通过举办跨国晚会、展览会等形式来加强

与国外的沟通。在近年来广西各地区推出一批红色

文化艺术精品，如音乐剧《血色湘江》、动画电影

《湘江 1934·向死而生》、电影《黄文秀》等文艺

作品，整理创作《一山一石一丰碑》《红军瑶家一

条心》等系列民谣和歌曲。可以积极推进《血色湘

江》等这一批高水平、有影响力的红色旅游相关的

戏曲作品、影视作品、红色歌曲、红色故事的英译、

日译等多语言的翻译工作，促进其在国际范围内传

播，从而推动广西红色旅游走出国门。 
3.3 推动外宣模式改变和红色旅游产业结构完

善 
要积极推动广西红色旅游外宣格局的重构，打

破当前单调的外宣模式，积极调整，发挥多方主体

在红色旅游外宣中的作用，推动构建一个经由政府

主导，加之媒体辅助和民众积极参与的外宣模式[4]。 

要加强红色旅游网站尤其是外文网站建设，完

善网页多语言切换。可以把湘江战役纪念馆、百色

起义纪念馆等著名景点作为重点建设，在国际上打

响广西红色旅游的知名度之后再反过来推动小型红

色旅游景区外文网站建设。积极利用现代通讯和信

息传播技术，开发多渠道传播方式，加强脸书、推

特、油管等国外网站的建设，为外国人搭建好更多

了解广西红色旅游的平台。 
同时，加大对红色旅游的相关资金投入，完善

产业链建设，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为广西红色旅游

外宣提供一个更好的发展环境。推进红色旅游文创

产业的发展，拓宽红色旅游的展现载体。同时积极

创新红色旅游产业模式，面向国外市场，探索更多

符合外国人兴趣的红色旅游服务，激发红色旅游及

其外宣发展的活力。 
3.4 加强外宣人才建设、规范翻译资料 
广西应该加快组建高素质的红色旅游外宣人才

队伍的步伐、使广西红色旅游对外宣传人员能够具

有更高的外宣素质和能力，更好的为广西红色旅游

外宣服务。通过制定一系列措施，使得红色旅游外

宣在宣传语境和方式等方面更好的与国际接轨。比

如通过举办各种类型的红色旅游外宣人才培训班、

开展红色旅游外宣从业者素质能力比赛等形式，不

断提升其外宣能力，从而提升红色旅游文化信息传

播的效果[4]。同时也可以与当地高校形成良好合作，

通过高校培养外宣人才，从而建设一支高效优质的

外宣人才队伍。 
规范翻译资料中的专有名词的使用，加强对外

宣翻译资料的多次校正工作，使之更严谨且符合外

国人的语言习惯，增强外国人的理解[3]。同时加大

翻译人才的培养，建设一批红色旅游专属的外宣翻

译人才队伍[1]。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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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交流的世界，广西的红色

旅游资源作为广西的文化符号之一，也应该积极的

走向世界。目前广西红色旅游对外宣传工作仍具有

很大的提升空间，因此我们要更加积极探索广西红

色旅游对外宣传的策略。这样既有利于促进广西红

色旅游的发展和广西地区的经济发展，也有利于推

动红色文化在国际上的传播，加强我国在国际上的

文化软实力和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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