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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公园概况



Part   01 区域位置

● 长江下游末端
● 南邻阳澄湖
● 西邻昆承湖



Part   01 面积范围

● 414公顷

● 河流湖泊湿地



Part   01 宣教资源：红色

    沙家浜是抗日战争中催生“芦荡火种”的革命摇篮。1939年5月，新四军按照

党中央“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指示精神，陈毅派叶飞带领部队来

到了沙家浜。部队北上后，留下了伤病员，建立“新江抗”，发展壮大成第6师第

18旅...1957年诞生了报告文学《血染着的姓名》，之后沪剧《芦荡火种》、京剧

《沙家浜》诞生。

《血染着的姓名》及作者崔左夫



Part   01 宣教资源

    沪剧《芦荡火种》剧照，丁是娥饰
演阿庆嫂，邵滨孙饰演刁德一，俞麟童
饰演胡传奎。

    1964年1月，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在北
京国务院小礼堂，观看沪剧《芦荡火种》后，上
台接见全体演职人员。



     红色遗址：春来茶馆、土地庙、修枪所、印报所、后方医院、伤病员墓地、纪

念馆等。

         京剧《沙家浜》，浩荡的芦苇，鱼水情深的故事。 

Part   01 宣教资源



     

Part   01 宣教资源：绿色

       

　　著名作家贾平凹先生在《沙家浜记》中写到：“游了一次沙家浜，再也忘不了江南

的这个古镇，记住了这片可能是中国最干净的水和水中浩浩荡荡的芦苇”。

  



     

Part   01 宣教资源：拓展

    国防教育园，是一处集游乐、健身、休闲、拓展于一体的现代化教育基地，配备有

营房、射击场、武器展示区等区域和数十套拓展项目，在这里可以近距离体验军事生活，

全方位感受拓展乐趣。  



     

Part   01

江南船拳

      

沙家浜拥有3个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水乡婚俗、石湾山歌、江南船拳。

　　  

水乡婚俗 石湾山歌

宣教资源：民俗



被国家林业局批准为
国家湿地公园（试点）

2009年 2013年 2017年

2010年 2014年

湿地科普园初步建成

被批准为第二批
国家湿地公园

2012年

搬迁、征收基本完成

发起成立中国国家
湿地公园创先联盟

全面启动科普宣教工作

环境教育和场域相结合

2016年 2018年

二期计划启动

Part   01 发展历程



闸站建设 清理外来物种

水系沟通 底泥疏浚

Part   01 发展历程



昆虫旅馆 湿地自然学校

四季田 科普宣教

Part   01 发展历程



      十多年来，沙家浜国家湿地公园始终

坚持“全面保护、科学修复、合理利用、

持续发展”的原则，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

记生态文明思想，牢牢把握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重要发展理念，积极推进湿地

保护修复的同时，合理利用湿地资源，开

展科普宣教，发展湿地生态文化研学、游

学，提升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经济效益。

   

Part   01 发展历程



    自批准为国家湿地公园以来，一直致力于湿地宣教工作的开展与探索。公园现有科普

讲解员37人。

    

Part   02 师资力量

专职生态讲解员           6人

兼职生态讲解员           11人

备用生态讲解员           20人

    为提高讲解员的专业素养，公园还积极组织讲师队伍参加各类专业培训，学习交流国内外研学团

队先进的理念和丰富的经验。现已能够独立完成课程设计研发、活动组织实施、课程评估与完善等工

作。



2014年       

Part   02 师资力量

生态讲解员培训



2015年

Part   02 师资力量

湿地宣教培训班（第一期）



    公园成立了沙家浜培训中心，将讲解员、拓展师和自然学校三支队伍整合起来，经过长期的

学习培训，形成了一支较为稳定的讲师队伍，为湿地科普宣教活动的开展提供了良好的人才基

础。 

Part   02 师资力量

2016年



2017年　历时８个月    

Part   02 师资力量

培训80人

精简30人

再精简8人



2017年
    

Part   02 师资力量



鸟类和植物基础知识培训

Part   02 师资力量

2018年  

增能培训



2018年  
    

Part   02 师资力量

天福参访和红树林基金会培训环境教育引导师培训

国际湿地中心网络—解说规划培训

讲师队伍赴天福交流学习



2019年    
    

Part   02 师资力量

WWF环境教育实务培训
（课程设计专题）

熟悉新课程培训



 融合资源

《红绿新学堂》

第三部分      课程研发



文化

生物、探秘

革命教育

历史拓展

 融合资源

Fusion resources

Part   03 课程研发



    公园充分挖掘红色文化和水乡民俗文化，结合红色文化演绎、芦荡泛舟、茶馆听曲、

水乡婚俗、山歌演唱等项目，将沙家浜革命历史故事、当地方言民歌、水乡婚俗文化、

本土生物内涵等内容结合起来，研发成宣教课程。

Part   03 课程研发



Part   03 课程研发

    

    融合资源，紧扣时代主题，以理论教学与互动体验相结合的方式，打造出《红绿新学堂》系列

宣教产品 。

 红绿新学堂
Red & green new school



课程研发

次主题 课程名称 课程内容 适宜季节 时长 目标人群

沙家浜
革命历史

我是新四军
换上新四军战袍，寻访红色旧址，了解发生在湿地里的沙家浜革命故事，感受军民鱼水情，做一回小小新
四军。 春夏秋冬 3小时 企事业单位

红色总动员 通过游戏、竞猜、场馆参观、学唱京剧、分组竞赛等方式，了解沙家浜抗日革命历史和军民互助的故事，
培养和激发爱国情怀。 春夏秋冬 3小时 初中生

传承红色基因主题党
性教育

换上新四军战袍，寻访红色旧址，通过理论教学、互动教学、体验教学、情景教学等方式，传承和弘扬沙
家浜精神，引导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春夏秋冬 半日/一日/二日 党员干部

江南水乡文化 水乡婚俗秀 通过讲解和游戏，了解江南水乡婚俗六礼。换上旧时婚服，结合水上迎亲、拜堂仪式，体验旧时水乡婚俗。春夏秋冬 3小时 大学生

身边的湿地

湿地飞羽精灵
讲述湿地鸟类的生态故事，展示公园的湿地环境和鸟类情况，带领公众了解为什么要进行鸟类保育，如何
进行鸟类保育。 春夏冬 3小时 高年级小学生

我的鸟类朋友 通过角色扮演、鸟类观察、栖息地模拟规划和手绘徽章的方式，带领学员认识常见的水鸟，感悟栖息地对
于鸟类保护的意义。 春夏冬 3小时 高年级小学生

探秘植物乐园 通过互动游戏和实地观察，认识沙家浜常见的水生植物，了解植物和水的关系。 春夏秋 3小时 高年级小学生

探秘植物乐园（体验
版）

以互动游戏、实地观察、农耕体验等方式，认识江南水八仙等餐桌上的湿地植物，了解它们在农田里的样
子，体验传统农耕的乐趣。 夏秋 2小时 高年级小学生

植物标本课程 带领学员认识植物标本的故事，通过实地采集和上台纸体验，了解标本制作的流程，制作属于自己的植物
标本。 春夏秋 3小时 高年级小学生

自然观察初体验 通过藏花生、湿地观鸟、宾果游戏等经典环境教育游戏，引导低幼年级小朋友观察自然。 春夏秋冬 2小时 低年级小学生

水活力
公民科学调查

以公众参与的方式，以科学的方法，对公园水质进行简单的监测，形成数据报告，引导公众关注湿地和身
边的水环境。 春夏秋冬 2小时 初中生

Part   03



革命教育区

湿地宣教区

素质拓展区

文化展示区

第四部分    配套设施及保障

餐饮住宿

安全保障



革命教育区

Part   04 配套设施及保障

       公园有照壁、瞻仰广场、伤病员墓地、沙家浜革命历史纪念馆、廉政教育馆、春来茶馆、后方医院

鲍家渔村等一批传承沙家浜革命历史的科普教育场所，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湿地宣教区

Part   04 配套设施及保障

       公园有观鸟屋、湿地自然学校、四季田、昆虫旅馆、观鸟木栈道等室内外科普场所，开展湿地科普

宣教活动。



素质拓展区

Part   04 配套设施及保障

国防教育园有军事武器展示区、学生营房、教师住宅区、洗漱区、餐厅、户外露营区等配套设施，

开展中小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防教育类的素质拓展活动。



文化展示区

Part   04 配套设施及保障

 公园有水乡婚育馆、江南船拳馆、芦荡文化馆等景点，向游客展示水乡文化，同时成立阿庆嫂艺

术团，展示石湾山歌、挑花担等非物质文化遗产。



住宿餐饮

Part   04 配套设施及保障

        芦逸度假酒店是集餐饮、客房、会务、休闲及拓展培训为一体的综合性园林式度假型酒店，由苏州

沙家浜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投资经营管理。



安全保障

Part   04 配套设施及保障

公园有完善的安全体系。由一办四中心、三公司运行框架，由旅游服务中心牵头负责区内安全工作。 

警务室 保障人员 监控室



教育局合作

自主招募

客户预约

节庆活动

第五部分      课程开展情况



教育局合作

          2018年，公园与常熟市教育局合作，开展了沙家浜“红绿新学堂”研

学实践教育公益活动：“常熟市中小学生研学实践项目”。

接待情况

课程情况 湿地飞羽精灵、探秘植物乐园、我是新四军和红
色总动员，每个课程选择其中3个单元。

费用情况 公园承担学生往返车费，门票、场租、材料费、车
、船、保险、培训费等费用由国家教育部补贴。

共计接待48批次学生，总参与人数为2026人次。

Part   05 课程开展情况



    

Part   05 课程开展情况

自主招募

       公园通过微信平台、旅行社等方式向游客发布关于湿地科普宣教活动的招募
信息。



   客户预约

Part   05 课程开展情况

  公园将课程加入到1000多家合作旅行社的线路和亲子机构的课程，游客可以

通过团体或自组的方式完成课程的订购。



        
  节庆活动

    公园利用世界湿地日、全国科普日、科普宣传周等节日开展湿地文化节、湿地

科普进校园、湿地科普进社区等主题科普活动，扩大湿地宣教受众面。

Part   05 课程开展情况



编号 招募方式 批次 接待人数

1 教育局合作 48 2026

2 自主招募 26 645

3 客户预约 35 1354

4 节庆活动 10 431

合计 　 119 4456

2018年全年活动统计

Part   05 课程开展情况

    2018年，公园共接待游客200多万人次，实现自营收入过亿。



Part   05 课程开展情况

视频欣赏—湿地宣教活动集锦



Part   06 成就荣誉

2005年2月，全国百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

2009年11月，国家国防教育示范基地

2001年6月，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2010年1月，江苏省生态文明教育基地



2013年4月，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

2015年6月，全国科普教育基地

2013年10月，国家湿地公园

Part   06 成就荣誉

2017年12月，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



Part   06 成就荣誉

2019年4月，江苏省干部党性教育基地2019年3月，苏州市干部党性教育基地地

2019年4月，全国首批“自然教育学校（基地）”2017年度旅游创新产品（业态）



    

    沙家浜利用得天独厚的红色文化资源和良好的绿色湿地生态资源优势,大力开展

科普宣教工作。

    如今这块曾经的抗战热土，已成为了一个集红色文化、湿地文化、民俗文化、休

闲文化、美食文化于一体的度假目的地，传承着红色经典，展示着水乡风韵，实践着

由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变，为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了较大贡献。

Part   06 成就荣誉



谢谢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