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色现场教学基地简介

【八一起义纪念馆】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是

为纪念南昌起义而设立的专

题纪念馆，成立于 1956年，

1959年 10月 1日正式对外

开放。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

位于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中

山路，占地面积 5903 平方

米。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基

本陈列陈展各类图片、图表

509 幅，文物展品 407 件

（套），艺术品 51件；陈展

内容主要有：新馆大楼南昌起义、人民军队光辉历程以及旧址复原陈列等。南昌八一起义纪

念馆是全国文明单位 [1] 、国家一级博物馆 [2] 、国家 AAAA级旅游景区 [3] 、全国红色旅

游工作先进集体[4] 、全国首批“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井冈山革命烈士墓】

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是茨坪中心

景区新辟的主要革命人文景观。它位于

茨坪北面的北岩峰上。陵园于 1987 年

始建，同年 10月建成并开放参观游览。

1997 年 10 月，由邓小平题字的“井冈

山革命烈士纪念碑”落成剪彩。

陵园于 1987 年始建，同年 10 月

建成并开放参观游览。1997年 10月，

由邓小平题字的“井冈山革命烈士纪念碑”落成剪彩。陵园整体建筑包括陵园门庭、纪念堂、

>> 红色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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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林、雕像园、纪念碑五大部分。

【茅坪八角楼】

原建筑为一祠堂，为旧宁冈县

茅坪谢氏慎公祠。

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是井冈

山革命根据地党、政、军领导机关

所在地和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

斗争的指挥中心。同时，红军的后

方留守处、医院、被服厂、修械所

等后勤机构也设立于此。在这里召

开了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毛泽东、朱德、陈毅、谭震林等经常在这里办

公和居住。

【小井红军烈士墓】

井红军烈士墓又名小井红军伤病员殉难处。1951年井冈山人民

将部分烈士遗骨迁到茨坪重新墓葬，并建立了井冈山革命先烈纪念

塔以示纪念，1969年在烈士牺牲的原地再建一座烈士墓和烈士纪念

碑，碑上书写着毛泽东题词“死难烈士万岁！”

小井红军烈士墓又名小井红军伤病员殉难处，距小井红军医院

仅百米之远，这里原是一片稻田。1928 年 12 月，湘赣两省的国民

党反动派发动了第三次“会剿”。 “可恨奸佞引贼入，烈士命陨红土埋；

井冈处处遗忠骨，松树风格励吾侪。”1929 年 1月 29日，反动派在

叛徒陈开恩的带领下，窜入小井村，因威逼利诱也无法从伤员口中

得出红军转移的方向，而恼羞成怒，将 130多位来不及转移的重伤

员，全部活活枪杀。

1951 年井冈山人民将部分烈士遗骨迁到茨坪重新墓葬，并建立

了井冈山革命先烈纪念塔以示纪念，1969 年在烈士牺牲的原地再建一座烈士墓和烈士纪念

碑，碑上书写着毛泽东题词“死难烈士万岁！”。1988年 9月，井冈山市政府公布“小井红军

伤病员殉难处”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95%E5%86%88%E5%B1%B1/28334


【大井毛泽东旧居】

大井毛泽东旧居，位于江西井冈山市大井村中央，房

屋坐北朝南，土木结构，因墙壁为白色，当地人习惯称它

为“白屋”。1927 年 10 月 24 日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来

到大井村时，驻扎在“白屋”中的农民自卫军首领王佐，将

他这幢兵营腾出给工农革命军做营房，毛泽东便居住在此

屋的东厢房内。在与毛泽东旧居相邻的黄屋是朱德、陈毅

的旧居（地址：江西井冈山市大井村中央）

【小平小道】

小平小道，地处江西省新建县

望城岗，是一个集教育纪念、休闲

为一体纪念性公园。小平小道本是

一条长 1.5公里的连着新建县拖拉

机配件修造厂和南昌步兵学校的田

间小道。在 1969年 10月到 1973

年 2月期间，文革中的邓小平经常

在这条长 1.5公里的小道上散步，

后来人们把这条小道称做“小平小

道”。有观点认为，该小道周围区域

是邓小平设计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思想的萌芽地。

20世纪末，当地政府开始对这条小道及拖拉机配件修造厂周围进行保护性开发，到

2008年，整个区域共占地面积 187.9亩，建成小平小道纪念馆区、革命史迹浏览区、小平

车间小平会场、休闲广场等多处建筑。

2000年，这里被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 3月，被确定为爱国主义、革命传统

和改革开放及邓小平理论教育基地。

2016年 12月，小平小道陈列馆入选《全国红色旅游景点景区名录》（地址：:望城小

平小道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朱德指挥部】

南昌是个英雄城市，是八一起义所在地，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95%E5%86%88%E5%B1%B1%E5%B8%82/1030657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7%8B%E6%94%B6%E8%B5%B7%E4%B9%89/317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95%E5%86%88%E5%B1%B1%E5%B8%82


有许多八一起义旧址，朱德旧址就是其中之一，这是一幢有三个天井小院的二层楼建筑。

八一南昌起义前，朱德、郭沫若都曾在这里居住过一段时间。（地址：江西省南昌市民

德路东段花园角 2号。）

【贺龙指挥部】

贺龙指挥部旧址系“南昌八一起义”旧址群之一，

坐落在南昌市子固路 165号，1961年，被国务院正

式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贺龙指挥部旧址原为中华圣公会宏道堂，是一

座中西合璧的古建筑，1927 年 7月下旬，贺龙率领

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进驻南昌，参加南昌起义，军

指挥部设在宏道堂，部分起义领导人住在宏道堂后

小楼寓所，并在此举行过多次策划起义行动的重要

会议，1927年 8月 1日凌晨，贺龙、刘伯承、周逸群在此指挥了武装起义。大楼前三楼窗

口仍留有当年敌方炮弹弹痕，为起义时激战景况的实录。旧址小楼有贺龙等起义领导人当年

的卧室，军官会议室的复原陈列，大楼大厅还设有《贺龙元帅生平展》，用大量的实物，图

片展示了贺龙元帅光辉战斗的一生。

旧址常年对外开放，已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

【方志敏烈士墓】

方志敏烈士墓，位于江西省南昌市湾里

区西郊梅岭山麓。烈士墓背依青山，面向东

方。

方志敏墓建于 1959年 8月，占地十二

亩。墓前有台阶 11层，170余级，两边青

松翠柏环抱，庄严肃穆。墓为汉白玉砌成，

大理石碑下面刻有方志敏简历。

墓碑正中镌刻毛泽东题词“方志敏烈士之墓”，墓前附设休息室，陈列方志敏烈士生平事

迹和珍贵文物。重温《可爱的中国》、《清贫》等脍炙人口的传世篇章，缅怀先烈、重温历

史，学习方志敏的伟大精神，坚定共产主义信念，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清清白白工作，

堂堂正正做人，永葆共产党员的浩然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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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第一渡】

位于江西省的于都河，红军万里长征在

此渡过了第一条河，人称“长征第一渡”。 据

记载，1934年 10月 16日，中央红军各部队

在于都河以北地区集结毕。从 17日开始，中

央红军主力及中央、军委机关共 8．6万余人，

踏上战略转移的征途，开始了著名的二万五

千里长征。整个渡河过程历时 9天，分布在

于都城东门等 8个渡口。8个渡口，当年送

走了 8．6万红军将士。当时，河上没有一座桥，于都人民搭浮桥，摆渡船，把红军送上了

漫漫征程。解放后，于都人民自强不息，在党和国家的关怀下，先后在当年红军渡河的渡口

上，建起了于河大桥、寒信大桥、长征大桥、三门大桥等 8座大桥，使两岸百万于都人民

结束了摆渡的历史。其中位于县城的三座分别被命名为“长征大桥”、“红军大桥”和“渡江大桥”。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位于县城东门，中央红军长征第一渡是中央红军渡过于都河出

发长征的八大渡口之一，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等中央领导人及其由中央机关组成的第一、

第二野战纵队就是从这里迈出长征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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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子珍纪念馆】

贺子珍纪念馆位于江西省永新县最大的红

色主题公园内--永新县三湾公园，占地面积 900

多平方米，总投资 600万元，纪念馆共分两层。

第一层为贺子珍革命事迹陈列室，展出了贺子

珍同志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期间的光辉历程和革

命足迹。第二层为永新籍将军陈列室，展出了

共和国众多将军的革命历史资料和图片。此外，

纪念馆还有利用声光电等高科技手段，反映了

毛泽东与贺子珍同志在井冈山期间的革命生活

等内容。

【井岗山革命博物馆】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 1958年由国家

文物局倡议兴建，1959年 10月中华人民

共和国建国 10周年竣工开放的献礼工程，

是我国第一个地方性革命史类博物馆，毛

泽东主席审阅陈列大纲，朱德委员长题写

馆标。全馆收藏文物 30000余件，文献资

料 7000多份，图书 7000多册，历史图片

10000余张；珍藏党和国家领导人、著名

书画家及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墨宝珍迹数千幅；保存毛泽东、朱德重上井冈山等影视资料片数

百件。担负弘扬井冈山精神、宣传井冈山革命斗争历史、保护管理修缮井冈山革命纪念地旧

居遗址的光荣职责和神圣使命。先后接待毛泽东、朱德、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

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海内外观众 5000多万人次。荣获首批全国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国家优质工程）、新中国成立 60周年百项重

>> 历史文化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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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经典建设工程、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特别奖等荣誉称号。

【八大山人纪念馆】

八大山人纪念馆始建于 1959年，是中国第一

座古代画家纪念馆，位于江西省南昌市南郊十五华

里处的梅湖定山桥畔青云谱。八大山人纪念馆为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57年被评为“江西省文

化保护单位”，2006年被评为“全国重点文化保

护单位”，2011年开始免费对观众开放。

【江西省博物馆】

江西省博物馆坐落在南昌市赣江、抚河环抱的新

洲上，东临抚河，南接中山桥，西面赣江，北依江南

三大名楼之一的滕王阁；占地面积约 4万平方米，建

筑面积 3.5万平方米，展厅面积 1.3万平方米（2013

年）。江西省博物馆由江西省建筑设计研究总院负责

设计，将历史、自然、革命三个博物馆合在一起，组

成的大型综合性博物馆。

江西省博物馆前身是中国历史类博物馆。1953年筹建，1961年 7月 1日正式开馆。

1978年 10月改名为江西省历史博物馆。1980年 8月江西省历史博物馆和江西省革命博物

馆合并成为江西省博物馆。

江西省博物馆为中国国家一级博物馆、江西省第一批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地址：南昌

市东湖区新洲路 2号人民广场南侧。

【滕王阁】

滕王阁，江南三大名楼之一，位于江

西省南昌市西北部沿江路赣江东岸，始建

于唐永徽四年（公元 653年），因唐太宗

李世民之弟——滕王李元婴始建而得名，

又因初唐诗人王勃诗句“落霞与孤鹜齐飞，

秋水共长天一色”而流芳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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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贞观十三年（公元 639年），唐高祖李渊第二十二子、唐太宗李世民之弟李元婴被

封于山东滕州，为滕王。他于滕州筑一阁楼名曰“滕王阁”（已被毁）。唐显庆四年（公元

659年），滕王李元婴调任江南洪州（今江西南昌）都督，因其思念故地滕州，修筑了著名

的“滕王阁”。滕王阁因王勃的《滕王阁序》为后人熟知，成为永恒的经典。

滕王阁与湖北武汉黄鹤楼、湖南岳阳楼并称为“江南三大名楼”。历史上的滕王阁先后

共重建达 29次之多，屡毁屡建。

【江西国石艺术展藏馆】

江西国石艺术展藏馆于今年 6月入驻高新区

大学科技城，是由省文化和旅游厅主管，经省民政

厅批准成立的非盈利性艺术馆。艺术馆是以国石

(寿山、青田、昌化、巴林)、江西石和各类观赏石

等石文化为主的中华传统文化科普教育基地。目前，

高新区“文化高新”的品牌不断推进深入，文化创

意产业不断集聚。捌零油画美术馆、江古书画院、

后街文化、三一书店、豫章堂、孔子学堂等纷纷投入运营。其中捌零油画学社是由省内一批

八零后青年画家组建的艺术社团，在国内已颇有知名度。近期 3幅作品已入选国家级美展

并获奖；此外先后举办了捌零油画学社之油画巡展、豫章堂"怀袖风雅——汪梦白扇画特展"、

石全石美——长白山松花奇石、清宫“御砚”专题展览等多场大型文化活动，吸引了大量的

行业专家、兴趣爱好者前往参观，在我区瑶湖艺术节、艾溪湖美术馆等多个文化品牌的加持

下，汲取文化的笔墨在高新区鲜明地描绘上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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