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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山里召开的中共云南一大

点燃了红土高原上
推翻旧制度的第一把火
4 月 13 日，
“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
程——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走过来时的路”主题采访团来到中共云南
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址查尼皮。
绿树掩映的山岩之上，隐约可见一个
小村庄——查尼皮（彝语，不引人注目的
意思）。正如地名一样，查尼皮地处蒙自、
屏边、文山三地接合部的深山密林中。这
个不起眼的小山村，见证了特殊历史时期
先辈先烈们的革命历程。
站在台阶上回头，
“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8 个鲜红的大字映入眼帘。顺台阶而
上，沿途石碑上有关于会址的历史资料，
让这段红色记忆历历在目。
一路向山上走去，来到了中国共产党
云南第一次代表大会陈列馆，馆内记录着
中共云南组织的建成及发展。
村中有一座红色茅草房，屋顶布满杂
草与苔藓，屋内有火塘、桌子、条凳，鲜活
地记录着那段深刻的历史。它有着一个
特殊的身份，是 1928 年 10 月 13 日秘密
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云南第一次代表大会
会址，现今已是云南省省级文物保护单
位、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1928 年，白色恐怖笼罩云南。同年 1
月，云南地方反动政府下令清党，当时组
建不到一年、尚处于襁褓中的中共云南地
方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1928 年 5 月，共产党员黄明俊到蒙

自查尼皮村开展工作，成功在查尼皮创
建了党在云南少数民族山区的第一个
支部。短短几个月内，又在附近十几个
村 子 发 展 了 党 员 80 余 人 ，建 立 党 支 部
20 个，发展农协会员 800 多人，还建立
了党领导下的第一支武装游击队，查尼
皮成为云南地下党开展革命活动的重
要地区。
为及时领导全省革命，指导即将来临
的武装斗争，1928 年 10 月 13 日至 14 日，
中共云南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蒙自查尼皮
村共产党员李开文家的茅草屋内举行。
17 名代表参加了会议，这次大会选举产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走过来时的路

生了第二届临时省委，通过了《中国共产
党云南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29
年 2 月，中共中央为这次代表大会专门写
了《中央指示云南第一次全省大会信》。
这是云南地下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
召开的唯一一次党代会，点燃了红土高原
上推翻旧制度的第一把火，是云南革命历
史上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在中共云南党
组织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
如今的查尼皮作为重要的红色资源，
自党史学习教育启动以来，成为各地各单
位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首选地点之一。
本报记者 马艺宁 摄影报道

西南联大蒙自分校

办学短短 4 个月 播下民主与科学的种子
4 月 13 日，采访团走进位于红河州的
西南联大蒙自分校。
当年，抗日战争的战火迅速蔓延，清
华、北大落入日寇之手，南开大学则在惨
烈的轰炸中沦为废墟。因此，三所学校迁
至湖南，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可好景
不长，战事逼近长沙，为了让学生们继续
学习，学校于 1938 年初迁往昆明。然而
因昆明校舍不足，北大校长蒋梦麟考察了
解后召开会议，决定将理工学院设在昆
明，文学院、法商学院合并为“文法学院”，
又称
“西南联大蒙自分校”
，
迁往蒙自。

200 多名师生迁往蒙自
1938 年初夏，
这个滇越铁路上的特等
车站——碧色寨，
迎来了一大批学贯中西的
文化大师、
学界名流、
学者教授以及 200 多
名学生。西南联大文法学院的教授和师生
到达蒙自后，
受到了当地政府和百姓的热烈
欢迎。
5 月 4 日，蒙自分校和昆明的联大总
部同时开学。为继承五四精神，分校与省
立蒙自中学学会召开纪念会，会上通过了
《告全国同胞书》，呼吁唤醒国人，担负起
应尽的责任，
争取国家民族之生存。
联大师生长途跋涉抵达蒙自的第二
天清晨，学生们便如饥似渴地学习起文化
知识。此后，在南湖三山、瀛洲亭、菘岛亭
榭，人们都能随处看到学生们刻苦用功的
身影，
这种景象在蒙自是从来没有过的。
7 月 7 日，抗战一周年纪念日，联大
师生和蒙自民众在旧海关旷地举行抗
战纪念集会。西南联大的许多学者，本
身就是五四爱国民主运动的发起人或

参与者，联大学子们就是五四精神的继
承者和传播者。他们的到来，把民主与
科学思想的种子种植在滇南这片古老
的沃土上。

联大精神相传孕育了蒙自精神
不曾料想，
短短 4 个月之后，
因为国民
政府重要的航空学校需要设在当地培养
航空人才，联大文法学院不得不把校舍让
给他们。9 月，
文法学院迁回昆明。
文法学院在蒙自办学虽只有一个学
期，但在蒙自期间，宣传了抗日救国的爱
国思想，传播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
开拓了边疆文化教育，对蒙自的文明进步
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西南联大蒙自分校虽已成为历史，但
联大精神却永远地流传了下来。蒙自人

民敞开怀抱接纳了西南联大师生，在美丽
的南湖畔为他们提供了最好的办学条件，
在民族危难时刻与联大师生同仇敌忾，在
战火硝烟中给他们以慰藉。
联大精神在蒙自代代相传，潜移默化
地影响和改变了蒙自人民的生活，今天的
蒙自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以说，联
大精神孕育了今天“崇文尚德，开放包容”
的蒙自精神，让蒙自在奔腾的红河激流中
奋勇争先，向着“国家门户，滇南中心”的
目标而努力奋斗！
“爱国、进步、民主、科学”，联大师生
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向世人宣誓：只要胸怀
重整河山的情感，只要民族的精神与灵魂
依然鲜活，中华民族的希望之火就会燃烧
不止，胜利之光就一定会照耀中华大地。
本报记者 马艺宁 摄影报道

富民县

红军长征纪念馆
向大众开放
4 月 2 日 ，位 于 富 民 县 上 河 院 的
“红军长征过富民”纪念馆正式建成并
对公众开放。
开馆当天，共有 300 余人到馆参
观。同时，当天富民县文化和旅游局
到馆开展主题党日活动，永定小学师
生在开馆后作为首批观众到馆参观。
该纪念馆由政府提供资源，企业
提供场地，政企合作，按照北邑碉楼以
1:1.5 的比例复制建设。
“ 红军长征过
富民”纪念馆的建成开放，进一步完善
了富民红色宣教功能，深化红色研学、
文旅融合的探索与实践。
富民县史称“滇北锁钥”，是滇川
古道的咽喉之地。80 年前红军长征期
间，曾先后两次过富民，历时 4 日，行程
280 多公里，经过 7 乡 2 镇、45 个村委
会、105 个自然村。 本报记者 张田睿

弥勒市

用双语宣讲
让党史深入人心
4 月 12 日，弥勒市党史学习教育双
语宣讲团来到西一镇的朱家璧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在朱家璧纪念碑下，举行
了一场特殊的学习活动——彝汉双语
讲党课。
担任宣讲员的是弥勒市党史学习
教育双语宣讲团成员、市扶贫办主任何
劲文。他介绍，勒克村曾是弥勒的革命
根据地，正好这段历史也是弥勒革命斗
争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地开展学习
活动，可以让广大彝族党员更深刻地了
解这段历史。
“‘双语’宣讲很见实效，不
少同志在学习完党史后感叹，今天的幸
福生活来之不易，我们要倍加珍惜。”
何
劲文说。
有着 14 年党龄的西一镇勒克村村
民卢金海女士告诉记者：
“ 我们都很喜
欢这样的方式，用彝语讲党史能让我们
村民更能理解。今天学习的朱家璧名
将的历史我们村村民都知道，每次学起
这段历史，我们都很骄傲，也时常教育
儿女，
一定要学习先辈的精神。”
用“双语”讲党史、宣党史、颂党恩，
让西一镇勒克村的彝族党员干部深刻
了解党的辉煌历程，了解朱家璧司令员
在此的峥嵘岁月，让少数民族党员更加
深刻地理解了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
命。
本报记者 马艺宁

开屏新闻App
理想生活 即刻开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