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菩萨蛮·黄鹤楼》中，“茫茫
九派”指长江，“沉沉一线”指铁
路。今日的京广线，过去分为两
截，北平到汉口叫平汉路，武昌
到广州叫粤汉路。1927年，平汉
路早已修好（1905 年修黄河大
桥，第二年通车），但粤汉路还不
通，只能从武昌坐到长沙，汉口、
武昌间还横着长江天堑，没有铁
路桥。武汉长江大桥建于 1957
年，有了这座桥，才有京广线。

古代中国的地理“大十字”，
渭水、南河一线是横线，大同、荆
州是纵线。现代的“大十字”，长
江是横线，京广线是纵线之一，
重心已向东、向南移。毛泽东是
当代革命家，也是著名军事家，
兵家历来重视地理，他不仅在诗
词中专门提到“大十字”，还在广
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地理。

1926年，毛泽东到广州主办
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并任所

长——位于广东广州市越秀区中
山四路42号的“毛泽东同志主办
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承
载着这段历史。为培养农运干部，
在中国共产党倡议下，从1924年
7月到 1926年 9月，广东革命政
权在广州先后举办了6届农民运
动讲习所，共培养了700多名农
运骨干。

正是革命之初的珍贵“火
种”奔赴全国各地开办地方农讲
所、农训班，点燃了农民运动的

“星星之火”。
第六届农讲所招收了来自

20个省份的327名学员，由毛泽
东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
村教育》《地理》3门课程，他鲜
明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
的中心问题”。

在这届讲习所上课的云南
学员有周霄、黄丽生、罗彩等人，
他们先后回到云南，配合先前被
中共广东区委派回云南的滇籍
共产党员李鑫共同建立党组织、
开展农民运动。

争取自由、解放的革命星火
也因此燃到嵩明。

信息多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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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 3月，中共云南特别
支部扩建为中共云南特别委员
会，设工运、农运、学运、兵运、妇
运等委员会，编印《日光》周刊和
《女声》《云南学生》等刊物，从不
同角度号召、组织农民、青年学
生、妇女投身国民革命。

《女声》第二期刊登《现在云
南妇女应有的觉悟》一文指出，
有妇女参加的这场革命，必须认
清自己的敌人，妇女除了受旧的
封建礼教的束缚外，就是受当权
者们制定的种种法律的压迫，而

“社会之当道，是帝国主义军阀，
实施法律者，亦是军阀。由此看
来，帝国主义、军阀、旧礼教，就
是我们的仇敌”，号召“被压迫的
妇女开步走”。

1927年上半年，在县城南街
文昌宫女子小学（今嵩明县供电
所对面）嵩明县妇女解放协会成
立，引导嵩明县女性开展翻身解

放活动，反对神权、族权、夫权及
“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

与此同时，嵩明党组织把发
动工农群众运动作为工作重点。
李少竹、杨泽、李如膏等人在县
城关岳庙、大庄、凤溪寺办农民
夜校，宣讲革命道理。有近 300
人参加夜校学习，以农民为主，
另有部分商人和手工业者创办
《旭光》周报，演出进步戏剧，均
收到很好效果。

1927年 4月底，嵩明党支部
以国民党县党部名义在县城关
圣殿（原县残联驻地）召开农民
代表大会，宣布成立嵩明县农民
协会，参会代表来自县城、山脚
农协会员和附近乡村共 1000余
人。大会由李荣培主持，崇正高
小教员、共产党员马登云作长篇
演讲，还教唱《工农兵大联合》等
革命歌曲……

会后，参与群众挥动小旗，

高呼“农民团结起来，打倒帝国
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
贪官污吏”“实行耕者有其田”等
口号，举行示威游行。嵩明县农
协把盖有印章的农协会告示交
由与会农民带回乡村集镇张贴。
至 8月底，大庄、倚伴、袁家村、
白龙寺、新发村、大树营、中卫村
等 27个村镇建立了基层农民协
会，会员达6000余人。

声势日益壮大的农运甚至引
起省特委的关注，中共云南特委书
记王德三在向中央报告的《云南工
作概况》中，称赞“李永（荣）培同志
在嵩明很有号召力量”“嵩明的农
民运动比较发展”“农协会公然大
帖告示，用碗大的印……”

嵩明县农民运动一定程度
上打击了封建势力、扩大了党的
影响，融入在中国大地上燃烧的

“星星之火”，最终汇作改天换地
的燎原之势。

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毛泽东（1949年）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本版稿件参考书目《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国党史出版社）、《中国共
产党嵩明县历史第一卷（1927—1978）》（德宏民族出版社）、《中国共产党
云南历史第一卷（1926—1950）》（云南人民出版社）、《我们的中国·思想
地图》（三联书店）

嵩明县团组织
先驱诸同然

诸同然（1905—1938），字子
毅，杨桥上大庄（今杨桥街道上禾
社区大庄村）人，嵩明中学师范班
毕业。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7
月，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嵩明
支部委员会书记。

1928 年 3 月 任 中 共 嵩 明
县 委 员 会 临 时 负 责 人 ，领 导
嵩 明 中 学 学 生 掀 起 两 次 学
潮，取得胜利。嵩明县党组织
遭到破坏后，诸同然化名张曙
光，坚持在昆明 、嵩明继续开
展 革 命 活 动 。1937 年 ，诸 同 然
加入滇军 60 军北上抗日，1938
年 4 月 在 台 儿 庄 战 役 中 为 国
捐躯，时年 33 岁。

助读

跨越22年的两首诗词

1927年春天，34岁的毛泽
东写下一首《菩萨蛮·黄鹤楼》：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
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
江。”此时，正处于“四一二”“七
一五”蒋汪政变之前，年轻的共
产党人毛泽东在武汉以苍凉意
境自述心绪。

从 1927年到抗战全面爆发
的 10年间，是中国共产党政治
成熟的重要时期。在此期间，党
曾两次经受严峻考验：一次是大
革命失败，一次是第五次反“围
剿”的失败，从湘鄂赣转战云贵
川，再到陕甘宁……在常人难以
想象的险恶环境中，共产党人不

屈不挠、埋头苦干，度过最黑暗
的时刻，奇迹般实现从土地革命
战争到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把
中国革命推向新的阶段。

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从西到
东，从北到南，势如破竹：1949
年 1月 31日，解放军占领北京；
4月 23日，解放军占领南京。毛
泽东为此写下：“虎踞龙盘今胜
昔，天翻地覆慨而慷”，与他在
武汉时的“烟雨莽苍苍”形成强
烈对比。

当烟雨笼罩武汉，1500公
里外中国西南边陲的嵩明县城，
一场巨变正在酝酿。

1927年,嵩明县建立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嵩明支部委员会，不断发展党员，
壮大党组织，领导开展农民运动，有力打击了封建势力，扩大了党的影响……

菩萨蛮·黄鹤楼
毛泽东（1927年）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
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云南学员在广州农运讲习所
接受新思想

嵩明农运工作中的优秀青年
李荣培

嵩明县妇女解放协会成立
农运活跃

嵩明县第一位
共产党员、嵩明县党
组织创始人李少竹

1928 年 2 月
3日，党组织在凤
溪寺三教殿举行秘
密会议。

云南省委对嵩明县革命运动的指示信

原嵩明县初级中学校址原嵩明县初级中学校址，，嵩明党组织的发祥地嵩明党组织的发祥地。。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本报记者马逢萃通讯员严萧

1926年11月7日，是俄国十
月社会主义革命9周年纪念日。在
这个具有纪念意义的日子，李鑫、
吴澄、周霄、杨静珊4人在昆明节
孝巷周霄家里召开第一次党员会
议，根据中共广东区委的指示，决
定建立中国共产党云南特别支部。

1927年 2月，随着昆明农运
讲习班的举办，学员被分到昆明
附近的安宁、昆阳、晋宁、澄江、
富民、宜良、陆良等县开展农民
运动。其中，呈贡和嵩明的农运
工作由罗彩和李荣培（字少竹）
负责。

嵩明籍共产党员李荣培是
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出生
于牛栏江镇上马坊村，1919年 6
月，在云南省立第一中学（今昆明
一中）求学期间，参加了由云南救
国团和云南学生爱国会联合组
织的“抗议巴黎和会瓜分中国”集
会和游行活动。

1922年，李荣培离开昆明赴
北京求学。出发前几天，父母得知
后表示反对，让他弃学经商，还把
家中两头黄牛让他拉到昆明去
卖，以卖牛钱学做生意。这位心怀
求学梦的年轻人先斩后奏，把卖

牛款全部汇到北京，请在京
的同学帮他报考北京农业
大学，并对父母说：“如让上
京读书，这笔钱就做入学的
学费，以后争取奖学金继续
攻读。否则，这笔卖牛的钱
就捐赠学校。”父母颇为无
奈，只好遵从他的选择。

这年秋天，李荣培考入
北京国立农业大学。读书期
间，订阅《新青年》《向导》《社
会主义》《晨报》等进步书刊，参加

“新滇社”等进步组织。1926年 3
月，参加李大钊等领导的爱国学生
运动。经李鑫介绍，在北京农大加
入中国共产党。为纪念入党，他特
意照了相，在照片上书写“打破个
人享乐主义，实行社会改造精神”

“用我自己的能力建树事业；接受
他人的批评，改善自己；以和蔼的
态度陈说事理”等警句以自勉。

北京国立农业大学毕业后，
李荣培回到云南。按照中共云南
特别支部安排，他以嵩明县教育
局长兼县立初级中学（今嵩明一
中）校长身份为掩护，宣传马列主
义和党的主张，介绍崇正高小（今
嵩阳小学前身）校长杨泽、云溪小

学（今嵩阳街道山脚小学前身）教
员李如膏、嵩明中学学生诸同然、
鲁映荣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
知识界发展了一批国民党左派党
员。他提出“改善自己，领导社会”
主张，带领进步师生走向社会，宣
传国民革命，推进农民运动。

1927年三四月间，李荣培在
嵩明中学主持召开党员大会，秘密
建立嵩明县第一个党组织——中
共嵩明支部委员会，并当选为党
组织负责人。8月，中共嵩明支部
委员会扩建为中共嵩明县委员
会，继续发展党员，壮大党组织。

至1929年6月，嵩明县委下
设县城、大庄、杨林、白龙4个区委、
9个支部，共有中共党员5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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