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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百年峥嵘岁月 书凤城奋进新华章
大良拓展多种传承路径，让红色资源活起来
统筹/珠江商报记者黄文静

点亮未来
朱佳发
总有一道风景，
一直原地等待
总有一种色彩，
时时静待花开
总有一种精神，
呵护一路慷慨
总有一份力量，
保卫家国情怀
那原地等待的，
是风景，
也是星辰大海
那静待花开的，
是色彩，
也是百年豪迈
那一路慷慨的，
是精神，
也是希望和未来
那保家卫国的，
是力量，
更是信念，
无处不在
从中共顺德县支部引领的觉醒年代
到农民自卫军干部学校延续的激情澎湃
从革命烈士纪念碑的庄严肃穆
到旧寨塔那一眼眼弹孔的锐利洞开
从大良公社党校经年不变的神采
到清晖园启明居那改革开放的东方风来
从苦难深重中走来，
从炮火纷飞中走来
从革命斗争中走来，
从建设发展中走来
我们要赓续的是，
把红色基因融入血脉
我们要抵达的是，
辽阔明亮的美好未来
大良梯云里，中共顺德县支部陈列馆的
青砖红瓦
向我们轻轻诉说 1924 年 11 月点亮的信
仰火把
从此，工农运动的火种在顺德大地播撒
数万工农投身斗争，
让革命的火种遍地开花
凤山山麓，绿树环抱；西山庙内，有所学
校
顺德农民自卫军干部学校，农民运动的
黄埔军校
学员是斗志昂扬的农民自卫军优秀代表
军事训练后，他们带领觉醒的民众掀起
斗争高潮
西山岗上，
木棉肃立
登上 99 级台阶，顺德革命烈士纪念碑巍
然耸立
青山埋忠骨，
铁血铸英魂
300 多名烈士的浩气，长存于 300 多万顺
德人民心底
在开阔大气的顺峰山公园制高点
旧寨塔青云塔犹如锐利双眼
独挡枪林弹雨的旧寨古塔，
岿然屹立
笑傲百余敌人枪打火攻的五勇士，
岿然屹立
清晖园漫步，
启明居品茗
1984 年的南粤大地，
东方风来满眼春
如今，小平同志雕像旁的白猫黑猫
还在守护着
“发展才是硬道理”
的科学论断
走进一个个红色基地
接受一次次精神洗礼
英雄的土地一路筚路蓝缕
英雄的人民一路走向光明
一盏明灯，
穿越百年风雨点亮未来
一种信仰，
引领亿万民众继往开来
牢记初心使命，新时代的我们勠力同心，
一路豪迈
争取更大光荣，新征程的我们一往无前，
拥抱更加美好的未来！

文/珠江商报记者莫胜娜 黄文静 实习生 王哲靖

开篇语：
在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非凡奋斗历程中，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涌现了一大批视死如归的革命烈
士、一大批顽强奋斗的英雄人物、一大批忘我奉献的先进模范，形成了一系列伟大精神，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
精神谱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为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了丰厚滋养。
顺德大良，这里不仅是顺德的政治文化中心，还是顺德红色文化的发源地，是最早成立党组织、开办农军干校的农村地区
之一。
7 月 17 日，大良公社党校旧址揭牌，党史专题陈列展同时在此展出，成为大良街道对外开放的又一红色阵地。
为了传承好红色基因，在统筹落实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双重挑战和压力下，奋力谱写品质大良新篇章，大
良街道宣传文体旅游办公室联合珠江商报社策划“风云百年 星火凤城”大良红色文化建设系列报道。

红色顺德由此发源
大良是顺德红色文化的发源地，
孕育了李民智、郭竹朋等众多的爱国
志士，是全省最早成立党组织、开办
农军干校的农村地区之一。
100 年前的顺德，工业发达，工
人聚集，工人队伍庞大。数据显示，
1921 年全县 300 位工人以上的缫丝厂
就 有 110 多 家 ， 1923 年 发 展 到 135
家，占全省同样规模缫丝厂 167 家的
80%还多。工人受到资本家的残酷压
榨，加上各种民团土匪横行霸道，老
百姓生活苦不堪言。
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
生，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
党一经诞生，就旗帜鲜明地把实现共
产主义作为奋斗目标，把开展工人运
动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而作为岭南
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顺德，自然而然
成为中国共产党开展工人运动首选地
区之一。
自明景泰三年顺德建县以来，大
良便被定为县城，此后一直是顺德的
政治中心，佛山市委党校原副校长何
劲和认为，一般来说，在城镇的人更
容易觉醒。他介绍，1924 年广州农讲
所首届 30 名学员中，顺德占了 5 个。
他们是顺德工人运动的种子，一回来
就带动一大片。
1924 年冬天，中共顺德县支部正
式成立，成为顺德中共党组织的最早
基地，顺德也成为全国农村最早建立
党组织的地方之一。

中共顺德县支部展示馆。/珠江商报记者何冠洪摄

旧寨塔。/大良街道办供图

顺德农民自卫军干部学校旧址陈列馆。
/大良街道办供图

访、查阅历史资料。“其实，真正的
县支部旧址已经变成住宅区了，但是
县支部建设带来的辉煌历程需要载体
去承接。”文秀社区党委副书记邱少
留有多处革命印记
媚表示，他们并没有因此放弃。通过
区档案馆相关图片的查阅，他们大致
革命烈士纪念碑。/珠江商报记者林安迪摄
中共顺德县支部成立后，有力推
了解了县支部旧址的面貌，经过社区
动了顺德工人运动发展：打造了一支
走访，他们发现县支部旧址所在地后
反封建统治压迫和剥削的坚强队伍； 在大良顺峰山公园太平山上的旧寨塔
“串珠成链”
面的蟠龙古道有一荒废民宅与县支部
成立了顺德县农民协会，统一对各区 塔身，还留有当年战斗留下的弹痕。
让红色资源活起来
旧址格局和外观较为接近，为此积极
乡农会的领导；建立了农民自卫军， 1944 年，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部分同
争取业主同意，将民宅租下来，建成
开办顺德农民自卫军干部学校，为顺 志驻扎于旧寨塔，日军进犯大良，珠
近年来，大良街道先后对顺德县 了如今的展示馆。
德县各级农会培养和输送了大批军事 江纵队二支队五名战士固守古塔，苦
支部旧址、顺德农民自卫军干校旧址
2019 年，大门社区也把握机遇，
干部；帮助顺德国民党改组，推动国 战三天，最终以寡敌众取得胜利。
进行升级改造，加强对红色遗址的保 找准切入点，成功申请了党建竞争性
民运动的深入发展；1926 年至 1927
位于大良西山山麓的顺德革命烈
护之外，也利用红色资源开展党史学 资金，对大良公社党校旧址 （即大门
年夏，先后在顺德各乡成立了 14 个党 士纪念碑，立于 1959 年，2000 年重
习教育，继承和发扬红色光荣传统， 仙 洞） 进 行 修 复 ， 计 划 以 仙 洞 为 中
支部，从而在顺德这片土地上打下了 建，是为纪念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
助力书写品质大良新辉煌。
心，打造连片爱国主义红色文化教育
坚实的党建基础。
争和抗日战争时期壮烈牺牲的李民
作为顺德最古老的地理和行政中 基地。今年 7 月 17 日，大良公社党校
岁月无声，雁过留痕。轰轰烈烈 智、郭竹朋、詹宝华、邓公惠、吴勤
心，以及中共顺德党史的始发地，文 旧址揭牌对外开放。
的工人运动和革命战争已经随着岁月 等优秀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干
秀社区拥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为
今年大良加强对辖区红色资源的
的远去变成只可追忆的历史，但这段 部和工农群众共三百余烈士而建。
了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精神，大 整合优化，将辖区内红色阵地“串珠
历史留下来的印记却依然激励着后
如今，它已经成为顺德区爱国主
良街道投入 90 多万元，支持文秀社区 成链”，打造成红色旅游精品路线，
人。
义教育基地之一，每年均有不少家长
修缮中共顺德支部展示馆和农民自卫 并创新开展“永远跟党走”线上互动
位于文秀社区的罗氏大宗祠是顺 带上孩子、学校组织学生前来祭拜烈
军干部学校旧址陈列馆。
H5 等活动，通过拓展这些“红色基
德抗日游击队成立遗址，在大良升平 士，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2018 年起，文秀社区对社区内的 因库”传承路径，让红色资源变成红
社区的禽爬岗，则发生过激烈战斗。
红色重要历史建筑、旧址进行实地走 色“流量”
。

革命烈士故事
李民智：变卖祖屋干革命 领导工农运动
李民智生于大良大门社区
北村，幼年命运坎坷，父母
早丧，由姨母抚养成人，小
时候读过九年私塾，后到炭
铺做工。
艰苦的生活没有磨掉李民
智对生活的热情，反而激发了他立

志改变的斗志。受到先进思想的熏
陶，1921 年李民智开始参加工人运
动，1923 年加入共青团，担任顺德
支部书记，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
成为一名党员。
早在成为党员时期，他就变卖
祖屋作革命活动经费，并联络工农

群众，组织了云路村桑蚕自治会、
建筑业工会、梳篦业工会和青年农
工俱乐部。1924 年 7 月，他到广州
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校学习
后，他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
身份，回顺德开展活动，成为顺德
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的灵魂人物之

一 。 1924 年 ， 中 共 顺 德 县 支 部 成
立，李民智任书记。他发动农民建
立农会和农军，并筹办顺德县农军
干校，培训出一批优秀的农军干部。
1926 年 5 月，李民智调任增城
工作。8 月在增城被当地匪霸袭击
而牺牲。

郭竹朋：领导成立首个农民协会
郭 竹 朋 是 大 良 云 路 人 。 1922
年，中共党员刘尔崧、冯菊坡等前
来顺德开展早期工农运动，开设了
工人夜校，教工人学文化，介绍工
人运动情况，启发工人政治觉悟。
当时，思想进步的优秀青年郭竹朋
被选中作为党团发展对象之一。

1923 年，郭竹朋联络同村进步
青年商议成立云路农团，名为“云
路涌改良蚕桑自治会”，1924 年，该
会改名为云路涌农民协会，成为顺
德县第一个农民协会，致力于反抗
地主、民团强加给农民的杂税，保
护农民切身利益。

1924 年 ， 中 共 顺 德 县 支 部 成
立，郭竹朋成为其中一名党员。中
共顺德县支部的成立，让革命的火
种以燎原之势迅速燃遍了顺德全
县，越烧越旺。顺德工农运动也进
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光
是农民协会方面，当时就有大良近

郊的蚬肉基、新滘、绿湾社、白
石、细岗村纷纷组织起农民协会和
农民自卫军。
1928 年 6 月 ，“ 白 色 恐 怖 ” 严
重，包括郭竹朋在内的中共党员被
捕遇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