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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Q_BZ_0001播植镇供销社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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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Q_BZ_0001 播植镇供销社旧址 

地址 德庆县播植镇植市正街 18 号 现状航拍图示意 

建造年代 
1950 -1970 年代 

（1950-1979） 
类别 典型风格建筑或构筑物 

历史功能 商住混合 现状功能 商住混合 

占地面积  262 ㎡ 建筑面积 524 ㎡ 

真实性 基本保持原状 建筑层数 2 
特色工艺 
和构件 -

推荐理由 

播植镇供销社旧址位于德庆县播植镇植市正街 18 号，建于 1950 -1970 年代，

高2 层，为砖木结构。首层砌方柱形成通廊，是典型的骑楼建筑，二层均有开

窗。建筑保存状况较好，是昔日墟市遗存，见证了德庆县墟镇时代的变迁，对

研究当地人文历史有一定的价值。 

现状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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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Q_DC_0001 朝辉路13-4号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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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Q_DC_0001 朝辉路13-4号民居 

地址 德庆县德城街道城南社区朝辉路 13-4 号 现状航拍图示意 

建造年代 中华民国（1911-1949） 类别 宅第民居 

历史功能 居住 现状功能 居住 

占地面积 325 ㎡ 建筑面积 325 ㎡ 

真实性 基本保持原状 建筑层数 1 
特色工艺 
和构件 灰塑、龙船脊 

推荐理由 

民居位于德庆县德城街道城南社区朝辉路 13-4 号，在历史城区范围内，建于

民国时期。建筑为砖木结构，青砖墙，高 1 层，硬山顶，人字山墙，灰塑龙

船脊，屋檐饰有灰塑装饰。建筑保存状况较好，反映了当地近现代人民生活

习俗，对研究德庆县人文历史有一定的价值。

现状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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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Q_DC_0002 胜利东路26号旁商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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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Q_DC_0002 胜利东路26号旁商铺 
地址 德庆县德城街道城南社区胜利东路26号旁 现状航拍图示意 

建造年代 类别 典型风格建筑或构建物 

历史功能 现状功能 闲置空置 

占地面积 建筑面积  210 ㎡ 

真实性 

清（1644-1911） 

商住混合

70 ㎡ 

基本保持原状 建筑层数 3 
特色工艺 
和构件 漏花窗、木板门、青砖墙 

推荐理由 

商铺位于德庆县德城街道城南社区胜利东路26号旁，建于清末，高3层，为砖

木结构。建筑为硬山顶，人字山墙，二、三层均有开窗，且二楼有木制格珊。

建筑整体保存状况较好，反映了当地近现代人民生活习俗，对研究德庆县人文

历史有一定的价值。 建筑位于《德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划定的横街历史

文化街区建设控制范围内。 

现状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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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Q_DC_0003 胜利东路30号商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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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Q_DC_0003 胜利东路30号商铺 
地址 德庆县德城街道城南社区胜利东路 30 号、30号旁 现状地形图示意 

建造年代 类别 典型风格建筑或构建物 

历史功能 现状功能 闲置空置 

占地面积 建筑面积 190 ㎡ 

真实性 

中华民国（1911-1949） 

商住混合 

95 ㎡ 

局部保持原状 建筑层数 2 
特色工艺 
和构件 木板门 

推荐理由 

商铺位于德庆县德城街道城南社区胜利东路 30 号、30号旁，建于民国时期，

共2栋，高2层，为砖木结构，屋檐出挑，二层窗面用木板封闭，一层全开间

开门用作商铺。商铺保存状况一般，反映了当地近现代人民生活习俗，对研究

德庆县人文历史有一定的价值。建筑位于《德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划定

的惠积街历史文化街区内。 

现状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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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Q_DC_0004 胜利东路33号商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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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Q_DC_0004 胜利东路33号商铺 
地址 德庆县德城街道城南社区胜利东路 33 号 现状地形图示意 

建造年代 清（1644-1911） 类别 典型风格建筑或构建物 

历史功能 商住混合 现状功能 闲置空置 

占地面积 90 ㎡ 建筑面积 270 ㎡ 

真实性 基本保持原状 建筑层数 3 
特色工艺 
和构件 木板门 

推荐理由 

商铺位于德庆县德城街道城南社区胜利东路 33号，建于清末年间，高3层，为

砖木结构，单开间，硬山顶，人字山墙，建筑立面使用木板砌筑。商铺保存状

况较好，反映了当地近现代人民生活习俗，对研究德庆县人文历史有一定的价

值。建筑位于《德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划定的惠积街历史文化街区内。 

现状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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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Q_DC_0005 胜利西路10号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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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Q_DC_0005 胜利西路10号民居 
地址 德庆县德城街道城南社区胜利西路 10 号 现状航拍图示意 

建造年代 中华民国（1911-1949） 类别 典型风格建筑或构筑物 

历史功能 商住混合 现状功能 闲置空置 

占地面积 84 ㎡ 建筑面积 84 ㎡ 

真实性 基本保持原状 建筑层数 2 
特色工艺 
和构件 - 

推荐理由 

民居位于德庆县德城街道城南社区胜利西路 10 号，在历史城区范围内，建于

民国时期。建筑为砖木结构，高 2 层，面阔三间，立面饰有线脚装饰，一层二

层均有开窗。整体保存状况较完整，反映了当地近现代人民生活习俗，对研究

德庆县人文历史有一定的价值。

现状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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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Q_DC_0006 春牛村冼家祠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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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Q_DC_0006 春牛村冼家祠堂 
地址 德庆县德城街道大桥村委春牛村 现状航拍图示意 

建造年代 中华民国（1911-1949） 类别 坛庙祠堂 

历史功能 祭祀 现状功能 祭祀 

占地面积 189 ㎡ 建筑面积 378 ㎡ 

真实性 局部保持原状 建筑层数 2 
特色工艺 
和构件 西式拱券、灰塑窗楣 

推荐理由 

春牛村冼家祠堂位于德庆县德城街道大桥村委春牛村，建于民国时期，砖木结

构，高 2 层。祠堂仅剩后堂，面阔三间，硬山顶，人字山墙。祠堂设圆拱门洞，

为中西结合风格，整体保存状况一般，映了当地近现代人民生活习俗，对研究德

庆县人文历史有一定的价值。

现状照片 

春牛亭北帝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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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Q_FC_0001 大村村民居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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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Q_FC_0001 大村村民居群 

地址 德庆县凤村镇大村村委大村村 现状航拍图示意 

建造年代 清（1644- 1911） 类别 宅第民居 

历史功能 居住 现状功能 居住 

占地面积 934 ㎡ 建筑面积 934 ㎡ 

真实性 基本保持原状 建筑层数 1 
特色工艺 
和构件 灰塑、彩画、龙船脊、木雕封檐板 

推荐理由 

民居群位于德庆县凤村镇大村村委大村村，建于清代，由 8 座三间两廊民居组

成。民居为砖木结构，高1层，面阔三间，硬山顶，镬耳山墙，灰塑龙船脊，

凹斗门，檐下饰有木雕封檐板和精美彩画。民居群整体保存状况较好，反映了

当地近现代人民生活习俗，对研究德庆县人文历史有一定的价值。大村村于 

1995年6 月被德庆县人民政府评为革命老区。

现状照片 

弼唐书室

清任书室

同安里门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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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Q_FC_0002 文显书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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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Q_FC_0002 文显书舍 

地址 德庆县凤村镇双汶村委双汶村 现状航拍图示意 

建造年代 清（1644- 1911） 类别 学堂书院 

历史功能 教育、祭祀 现状功能 祭祀 

占地面积 159 ㎡ 建筑面积 159 ㎡ 

真实性 基本保持原状 建筑层数 1 
特色工艺 
和构件 灰塑、彩画 

推荐理由 

文显书舍位于德庆县凤村镇双汶村委双汶村，建于清代，砖木结构，高 1 层，三

间两进，砖木结构，高 1 层，三间两进，硬山顶，人字形山墙。头门为凹肚式，

门额阴刻“文显书舍”，心间檐下饰有彩画，次间饰灰塑。书舍保存状况较好，

对研究民国时期岭南建筑艺术和地方教育史有参考价值。

现状照片 

达叅何公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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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Q_FC_0003 凤村供销社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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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Q_FC_0003 凤村供销社旧址 

地址 德庆县凤村镇格塘村委凤市村 现状航拍图示意 

建造年代 
1950-1970 年代 

（1950-1979） 
类别 典型风格建筑或构筑物 

历史功能 办公 现状功能 居住 

占地面积 220 ㎡ 建筑面积 440 ㎡ 

真实性 基本保持原状 建筑层数 2 
特色工艺 
和构件 - 

推荐理由 

凤村供销社旧址位于德庆县凤村镇格塘村委凤市村，建于 1950-1970 年代。建

筑为砖木结构，高 2 层，平面呈方形，首层砌圆柱形成通廊，是典型的骑楼建

筑。建筑保存状况较好，是昔日墟市遗存，见证了德庆县墟镇时代的变迁，对

研究当地人文历史有一定的价值。 

现状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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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Q_GL_0001 新江村粮仓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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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Q_GL_0001 新江村粮仓旧址 

地址 德庆县高良镇新江村委上宅村 59 号 现状航拍图示意 

建造年代 
1950-1970 年代 

（1950-1979） 
类别 典型风格建筑或构筑物 

历史功能 仓储 现状功能 闲置空置 

占地面积 1469 ㎡ 建筑面积 1469 ㎡ 

真实性 基本保持原状 建筑层数 1 
特色工艺 
和构件 - 

推荐理由 

新江村粮仓位于德庆县高良镇新江村委上宅村 59 号，建于 1950-1970 年代，共

有 2 座圆顶筒仓，1 座方顶粮仓。筒仓为砖砌墙，顶为瓦面攒尖顶，外墙刷白

灰，外层顶部为砖瓦，主要用于隔热和防水，内层圆顶为水泥，主要起到密封作

用。粮仓承载了特殊时期的集体记忆，见证了德庆县墟镇时代的变迁，是研究德

庆县村落五六十年代公社建设时期的代表性建筑物。

现状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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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Q_GL_0002 新江会堂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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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Q_GL_0002 新江会堂旧址 

地址 德庆县高良镇新江村委新江村 现状航拍图示意 

建造年代 类别 典型风格建筑或构筑物 

历史功能 现状功能 仓储 

占地面积 建筑面积 778 ㎡ 

真实性 

1950-1970 年代 

（1950-1979） 

办公 

692 ㎡ 

基本保持原状 建筑层数 2 
特色工艺 
和构件 - 

推荐理由 

新江会堂旧址位于德庆县高良镇新江村委新江村，建于 1950-1970 年代。建筑

由两部分组成，入口部分为两层建筑，三开间，一层设两根圆柱支撑，二层开窗。

后接一层建筑，屋顶为木制桁架结构。新江会堂整体保存完好，承载了村民公社

时期的集体记忆，是研究人民公社时期德庆县人文历史的重要实物遗存。

现状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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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Q_GX_0001 金林水库水文监测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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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Q_GX_0001 金林水库水文监测站 

地址 德庆县官圩镇大樠村委大樠村金林水库 现状航拍图示意 

建造年代 
1950-1970 年代 

（1950-1979） 
类别 水利设施及附属物 

 

历史功能 监测 现状功能 监测 

占地面积 94.8 ㎡ 建筑面积 94.8 ㎡ 

真实性 基本保持原状 建筑层数 - 
特色工艺 
和构件 - 

推荐理由 

金林水库水文监测站位于德庆县官圩镇大樠村委大樠村金林水库，金林水库于

1959 年 10 月动工，1962 年竣工，金林水库水文监测站属水库附属设施，横跨

在水库边，建筑为六边形攒尖顶，造型简洁轻巧，墙身开窗。建筑保存较好，对

了解和研究当地水利设施建设的发展历史有一定价值。 

现状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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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Q_GX_0002 桐心村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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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Q_GX_0002 桐心村民居 

地址 德庆县官圩镇官圩村委桐心村35号前 现状航拍图示意 

建造年代 中华民国（1911-1949） 类别 典型风格建筑或构筑物 

历史功能 居住 现状功能 闲置空置 

占地面积 175 ㎡ 建筑面积 525 ㎡ 

真实性 基本保持原状 建筑层数 3 
特色工艺 
和构件 灰塑、西式拱券、窗楣 

推荐理由 

桐心村民居位于德庆县官圩镇官圩村委桐心村35号前，建于民国时期，砖木结

构，高3层，面阔三间。每层楼前部为方柱券廊，侧立面饰灰塑窗楣。建筑为

中西结合风格，整体保存状况较好，反映了当地近现代人民生活习俗，对研究

德庆县人文历史有一定的价值。

现状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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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Q_GX_0003 高埌村儒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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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Q_GX_0003 高埌村儒林第 

地址 德庆县官圩镇红中村委高埌村 现状航拍图示意 

建造年代 清（1644-1911） 类别 宅第民居 

历史功能 居住 现状功能 闲置空置 

占地面积 268 ㎡ 建筑面积 268 ㎡ 

真实性 基本保持原状 建筑层数 1 
特色工艺 
和构件 灰塑、木雕 

推荐理由 

高埌村儒林第位于德庆县官圩镇红中村委高埌村，建于清代，砖木结构，高 1 层，

三间两进，硬山顶，人字山墙，灰塑博古脊。头门为凹肚式，檐下饰木雕封檐板。

后堂面阔三间，前带天井，天井两侧有廊。后堂有木雕挂落，中间阳刻“儒林

第”。建筑保存状况较好，反映了当地近现代人民生活习俗，对研究德庆县人文

历史有一定的价值。

现状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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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Q_GX_0004 “天地同流”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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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Q_GX_0004 “天地同流”民居 

地址 德庆县官圩镇金林村委金林村 59 号旁 现状航拍图示意 

建造年代 中华民国（1911-1949） 类别 典型风格建筑或构筑物 

历史功能 居住 现状功能 居住 

占地面积 77.3 ㎡ 建筑面积 231.9 ㎡ 

真实性 基本保持原状 建筑层数 3 
特色工艺 
和构件 灰塑、西式山花、趟栊 

推荐理由 

“天地同流”民居位于德庆县官圩镇金林村委金林村 59 号旁，建于民国时期。

建筑为砖混结构，高 3 层，中西结合风格，民居心间内凹形成入口空间，二层设

不出挑阳台，顶层设精美西式山花，并刻“天地同流”，灰塑窗楣。建筑保存状

况较好，反映了当地近现代人民生活习俗，对研究德庆县人文历史有一定的价

值。金林村是中国传统村落，广东省历史文化名村。村内有多处不可移动文物。

现状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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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Q_HL_0001 宾村村水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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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Q_HL_0001 宾村村水井 

地址 德庆县回龙镇宾村村委宾村村 现状航拍图示意 

建造年代 类别 

历史功能 现状功能 

占地面积 建筑面积 

池塘井泉 

闲置空置

 -

真实性 

清（1644- 1911） 

取水 

3.14 ㎡ 

基本保持原状 建筑层数 - 
特色工艺 
和构件  长条形花岗岩石

推荐理由 

水井位于德庆县回龙镇宾村村委宾村村，清代开凿，井口、井圈呈圆形，井坪

由长条形花岗岩石铺砌。水井现闲置，整体保存较完整。该井反映了当地人民

生产生活情况，对研究当地人文历史提供一定的实物依据。

现状照片 

38



DQ_HL_0002 回龙镇粮仓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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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Q_HL_0002 回龙镇粮仓旧址 

地址 德庆县回龙镇大塘村委上大塘村 现状航拍图示意 

建造年代 
1950-1970 年代 

（1950-1979） 
类别 典型风格建筑或构筑物 

历史功能 仓储 现状功能 农业生产 

占地面积 1658 ㎡ 建筑面积 1658 ㎡ 

真实性 基本保持原状 建筑层数 1 
特色工艺 
和构件 - 

推荐理由 

粮仓位于德庆县回龙镇大塘村委上大塘村，建于 1950-1970年代，共有8座粮

仓，6 座为圆顶筒仓，2 座方顶粮仓。筒仓为砖砌墙，顶为瓦面攒尖顶，外层顶

部为砖瓦，主要用于隔热和防水，内层圆顶为水泥，主要起到密封作用，6座筒

仓内部连通。方仓内层为圆拱形，顶为水泥。粮仓外墙粉刷彩色，现活化为农

业公司，保存状况较好。粮仓承载了特殊时期的集体记忆，见证了德庆县墟镇

时代的变迁，是研究德庆县村落五六十年代公社建设时期的代表性建筑物。

现状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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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Q_HL_0003 下戴村三间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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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Q_HL_0003 下戴村三间屋 
地址 德庆县回龙镇戴垌村委下戴村 现状航拍图示意 

建造年代 清（1644- 1911） 类别 宅第民居 

历史功能 居住 现状功能 闲置空置 

占地面积 379 ㎡ 建筑面积 379 ㎡ 

真实性 基本保持原状 建筑层数 1 
特色工艺 
和构件 灰塑、龙船脊 

推荐理由 

下戴村三间屋位于德庆县回龙镇戴垌村委下戴村，建于清末，由三间民居联排组

成。建筑为砖木结构，高 1 层，面阔三间，进深一进，硬山顶，人字形山墙，灰

塑龙船脊，凹斗门，石门枕。建筑保存完整，反映了当地近现代人民生活习俗，

对研究德庆县人文历史有一定的价值。

现状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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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Q_JS_0001 九市一村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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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Q_JS_0001 九市一村民居 

地址 德庆县九市镇九市村委九市村 现状航拍图示意 

建造年代 中华民国（1911-1949） 类别 典型风格建筑或构筑物 

 

历史功能 居住 现状功能 闲置空置 

占地面积 120 ㎡ 建筑面积 360 ㎡ 

真实性 基本保持原状 建筑层数 3 
特色工艺 
和构件 拱券、落水管、绿琉璃宝瓶栏杆 

推荐理由 

民居位于德庆县九市镇九市村委九市一村，建于民国时期，高 3 层，面阔三间。

二、三层楼前部为方柱券廊，绿琉璃宝瓶栏杆，立面饰圆拱形窗楣、门楣，顶部

山花原有字迹，现已模糊不清。建筑为中西结合风格，整体保存状况较好，映了

当地近现代人民生活习俗，对研究德庆县人文历史有一定的价值。 

现状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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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Q_MX_0001 大益村粮仓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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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Q_MX_0001 大益村粮仓旧址 

地址 德庆县马圩镇大益村委大益村 现状航拍图示意 

建造年代 
1950-1970 年代 

（1950-1979） 
类别 典型风格建筑或构筑物 

历史功能 仓储 现状功能 闲置空置 

占地面积 1027 ㎡ 建筑面积 1027 ㎡ 

真实性 基本保持原状 建筑层数 1 
特色工艺 
和构件 - 

推荐理由 

大益村粮仓旧址位于德庆县马圩镇大益村委大益村，建于 1950-1970年代，共

有3 座粮仓，2 座为圆顶筒仓，1 座方顶粮仓。筒仓为砖砌墙，顶为瓦面攒尖

顶，外层顶部为砖瓦，主要用于隔热和防水，内层圆顶为水泥，主要起到密封作

用。方仓立面高两层，设连廊。粮仓承载了特殊时期的集体记忆，见证了德庆县

墟镇时代的变迁，是研究德庆县村落五六十年代公社建设时期的代表性建筑物。

现状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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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Q_MX_0002 诰赠村粮仓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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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Q_MX_0002 诰赠村粮仓旧址 

地址 德庆县马圩镇诰赠村委诰赠村 现状航拍图示意 

建造年代 
1950-1970 年代 

（1950-1979） 
类别 典型风格建筑或构筑物 

历史功能 仓储 现状功能 农业生产 

占地面积 1117 ㎡ 建筑面积 1117 ㎡ 

真实性 基本保持原状 建筑层数 1 
特色工艺 
和构件 - 

推荐理由 

诰赠村粮仓旧址位于德庆县马圩镇诰赠村委诰赠村，建于 1950-1970 年代，共

有 4 个筒仓。筒仓为砖砌墙，顶为瓦面攒尖顶，外层顶部为砖瓦，主要用于隔热

和防水。粮仓外墙粉刷彩色，现活化为食品厂，保存状况较好。粮仓承载了特殊

时期的集体记忆，见证了德庆县墟镇时代的变迁，是研究德庆县村落五六十年代

公社建设时期的代表性建筑物。

现状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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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Q_MX_0003 诰赠村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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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Q_MX_0003 诰赠村民居 

地址 德庆县马圩镇诰赠村委诰赠村 现状航拍图示意 

建造年代 中华民国（1911-1949） 类别 典型风格建筑或构筑物 

历史功能 居住 现状功能 居住 

占地面积 199 ㎡ 建筑面积 597 ㎡ 

真实性 基本保持原状 建筑层数 3 
特色工艺 
和构件 特色栏杆 

推荐理由 

诰赠村民居位于德庆县马圩镇诰赠村委诰赠村，建于民国时期，砖混结构，高 3

层，面阔三间，大门为凹斗门。二、三层设凹阳台，两根方砖砌方柱支撑，特色

栏杆。建筑保存状况较好，反映了当地近现代人民生活习俗，对研究德庆县人文

历史有一定的价值。

现状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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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Q_MX_0004 马圩旧街10号骑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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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Q_MX_0004 马圩旧街10号骑楼 

地址 德庆县马圩镇马圩村委马圩村马圩旧街 10 号 现状航拍图示意 

建造年代 
1950-1970 年代 

（1950-1979） 
类别 典型风格建筑或构筑物 

历史功能 办公 现状功能 居住 

占地面积 123 ㎡ 建筑面积 246 ㎡ 

真实性 基本保持原状 建筑层数 2 
特色工艺 
和构件 - 

推荐理由 

骑楼位于德庆县马圩镇马圩村委马圩村马圩旧街 10 号，建于 1950-1970 年代。

建筑为砖混结构，高 2 层，平面呈圆弧形，二层开窗。建筑保存状况较好，是昔

日墟市遗存，见证了德庆县墟镇时代的变迁，对研究当地人文历史有一定的价

值。

现状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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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Q_MC_0001 大报岗村炮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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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Q_MC_0001 大报岗村炮楼 

地址 德庆县莫村镇古楼村委大报岗村 现状航拍图示意 

建造年代 中华民国（1911-1949） 类别 典型风格建筑或构筑物 

历史功能 防御 现状功能 闲置空置 

占地面积 203 ㎡ 建筑面积 609 ㎡ 

真实性 局部保持原状 建筑层数 3 
特色工艺 
和构件 - 

推荐理由 

大报岗村炮楼位于德庆县莫村镇古楼村委大报岗村，建于民国时期，高 3 层，

砖混结构，凹斗门，墙面设有瞭望射击口。炮楼中部有坍塌，整体保存状况一般，

炮楼是古代村落防御外敌的一种设施，与村落布局、交通及文化习俗有密切联

系，有一定的历史价值。

现状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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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Q_MC_0002 上坊村食堂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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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Q_MC_0002 上坊村食堂旧址 
地址 德庆县莫村镇古有村委上坊村上坊村 92 号 现状航拍图示意 

建造年代 
1950-1970 年代 

类别 典型风格建筑或构筑物 

历史功能 现状功能 闲置空置 

占地面积 建筑面积 137 ㎡ 

真实性 

（1950-1979） 

公共食堂 

137 ㎡ 

基本保持原状 建筑层数 1 
特色工艺 
和构件 西式拱券 

推荐理由 

建筑位于德庆县莫村镇古有村委上坊村 92 号，建于 1950-1970 年代。建筑为砖

木结构，高 1 层，平面呈长条形。立面呈“山”字形，入口开拱门，建筑整体保

存完好，是研究人民公社时期德庆县人文历史的重要实物遗存。

现状照片 

以楠梁公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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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Q_MC_0003 中坊村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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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Q_MC_0003 中坊村民居 
地址 德庆县莫村镇古有村委中坊村 现状航拍图示意 

建造年代 中华民国（1911-1949） 类别 典型风格建筑或构筑物 

历史功能 办公 现状功能 闲置空置 

占地面积 157 ㎡ 建筑面积 314 ㎡ 

真实性 基本保持原状 建筑层数 2 
特色工艺 
和构件 绿琉璃宝瓶栏杆、仿爱奥尼柱头 

推荐理由 

民居位于德庆县莫村镇古有村委中坊村，建于民国时期，高 2 层，砖混结构，

面阔三间，中部凹进形成入口空间，饰有仿爱奥尼柱头装饰，二层设砖拱阳

台，绿琉璃宝瓶栏杆。建筑为中西结合风格，曾用作人民公社，保存状况较

好，反映了当地近现代人民生活习俗，对研究德庆县人文历史有一定的价值。

现状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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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Q_MC_0004 平岗文化室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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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Q_MC_0004 平岗文化室旧址 
地址 德庆县莫村镇平岗村委平岗村 现状航拍图示意 

建造年代 
1950-1970 年代（1950-

1979） 
类别 典型风格建筑或构筑物 

历史功能 文娱设施 现状功能 

占地面积 703 ㎡ 建筑面积 

闲置空置 

833 ㎡ 

真实性 基本保持原状 建筑层数 2 
特色工艺 
和构件 彩画 

推荐理由 

平岗文化室旧址位于德庆县莫村镇平岗村委平岗村，建于 1950-1970 年，建筑

由两部分组成，入口部分为两层建筑，三开间，一层设两根圆柱支撑，二层凹进

形成阳台，阳台左侧有“平岗文化室”字样，女儿墙中间有“为人民服务”字

迹，二层有一大幅毛主席彩绘壁画。建筑后接一层建筑，屋顶为木制桁架结构。

建筑整体保存完好，是研究人民公社时期德庆县人文历史的重要实物遗存。

现状照片 

然藜书室

60

ue_qxq
椭圆形



DQ_MC_0005 双栋村序伦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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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Q_MC_0005 双栋村序伦学堂 
地址 德庆县莫村镇双栋村委会双栋村 现状航拍图示意 

建造年代 清（1644- 1911） 类别 

历史功能 祭祀 现状功能 

占地面积 382 ㎡ 建筑面积 

学堂书院 

祭祀 

382 ㎡ 

真实性 基本保持原状 建筑层数 1 
特色工艺 
和构件 - 

推荐理由 

序伦学堂位于德庆县莫村镇双栋村委会双栋村，建于清代，高 1 层，为砖木

结构。三间两进，硬山顶，人字山墙，灰塑博古脊，檐下饰有灰塑，绿琉璃

瓦当滴水。建筑门口在两廊，保存状况较好，反映了当地近现代人民生活习

俗，对研究德庆县人文历史有一定的价值。民国期间，序伦学堂教育出一批

爱国的抗日将士。

现状照片 

辉先董公祠

业西董公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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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Q_WL_0001 兰源村人民会堂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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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Q_WL_0001 兰源村人民会堂旧址 

地址 德庆县武垄镇兰源村委兰源村 现状航拍图示意 

建造年代 
1950-1970 年代 

（1950 -1979） 
类别 典型风格建筑或构筑物 

历史功能 办公 现状功能 

占地面积 213 ㎡ 建筑面积 

闲置空置 

291 ㎡ 

真实性 基本保持原状 建筑层数 2 
特色工艺 
和构件 - 

推荐理由 

兰源村人民会堂旧址位于德庆县武垄镇兰源村委兰源村，建于 1950-1970 年代。

建筑由两部分组成，入口部分为两层建筑，面阔五开间，一层设两根圆柱支

撑，中间凹进形成入口，二层开窗，女儿墙中间有“人民会堂”。建筑后接一

层建筑，屋顶为木制桁架结构。建筑整体保存完好，是研究人民公社时期德庆

县人文历史的重要实物遗存。

现状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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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Q_XX_0001 格木书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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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Q_XX_0001 格木书室 

地址 德庆县新圩镇格木村委会格木村 现状航拍图示意 

建造年代 中华民国（1911-1949） 类别 学堂书院 

历史功能 教育、祭祀 现状功能 居住 

占地面积 113 ㎡ 建筑面积 225 ㎡ 

真实性 局部保持原状 建筑层数 2 
特色工艺 
和构件 灰塑、龙船脊、拱券 

推荐理由 

格木书室位于德庆县新圩镇格木村委格木村，建于民国时期，由两座建筑组成，

书室建筑原为四进，后仅保留最后一进，面阔三间，硬山顶，灰塑龙船脊，凹斗

门。前座建筑为建国初期建设，高 2 层，面阔三间，两层均为方柱券廊，山花有

模糊的五角星印记。书室保存状况尚可，反映了当地近现代人民生活习俗，对研

究德庆县人文历史有一定的价值。

现状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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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Q_YF_0001 裕林书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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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Q_YF_0001 裕林书室 
地址 德庆县永丰镇南田村委河淡村 现状航拍图示意 

建造年代 中华民国（1911-1949） 类别 学堂书院 

历史功能 教育、祭祀 现状功能 闲置空置 

占地面积 177 ㎡ 建筑面积 177 ㎡ 

真实性 基本保持原状 建筑层数 1 
特色工艺 
和构件 灰塑、彩画、博古脊 

推荐理由 

裕林书室位于德庆县永丰镇南田村委河淡村，建于民国时期，砖木结构，高 1 层，

三间两进，硬山顶，人字山墙，灰塑博古脊。头门建成面阔三间门楼状，圆拱门，

门额刻“裕林书室”，顶上饰有精美灰塑山花。书室保存状况较好，是了解和研

究民国时期人文历史较好的实物材料。

现状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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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Q_YF_0002 光曜书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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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Q_YF_0002 光曜书室 
地址 德庆县永丰镇南田村委罗茅村 现状航拍图示意 

建造年代 清（1644- 1911） 类别 学堂书院 

历史功能 教育、祭祀 现状功能 祭祀 

占地面积 229 ㎡ 建筑面积 229 ㎡ 

真实性 基本保持原状 建筑层数 1 
特色工艺 
和构件 灰塑、彩画、封檐板、博古脊 

推荐理由 

光曜书室位于德庆县永丰镇南田村委罗茅村，建于清代，砖木结构，高 1 层，

三间两进一门楼，硬山顶，人字山墙，灰塑博古脊，凹斗门，门额书“光曜书

室”。书室保存状况较好，反映了当地近现代人民生活习俗，对研究德庆县人文

历史有一定的价值。

现状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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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Q_YF_0003 文罗村何氏大宗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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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Q_YF_0003 文罗村何氏大宗祠 
地址 德庆县永丰镇文罗村村委文罗村 现状航拍图示意 

建造年代 清（1644- 1911） 类别 坛庙祠堂 

历史功能 祭祀 现状功能 祭祀 

占地面积 264 ㎡ 建筑面积 264 ㎡ 

真实性 基本保持原状 建筑层数 1 
特色工艺 
和构件 灰塑、彩画、木雕、封檐板、木梁架、墀头 

推荐理由 

文罗村何氏大宗祠位于德庆县永丰镇文罗村村委文罗村，建于清代，砖木结构，

现状照片 

高1 层，三间两进，硬山顶，人字山墙，灰塑博古脊，绿琉璃滴水瓦当。头门

为敞楹式，檐下精美彩画、木雕封檐板，门额书“何氏大宗祠”，灰塑墀头。

祠堂保存状况较好，反映了当地近现代人民生活习俗，对研究德庆县人文历史

有一定的价值。

文罗村书室

翰核何公祠

文罗村何氏大宗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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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Q_YF_0004 文罗村书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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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Q_YF_0004 文罗村书室 
地址 德庆县永丰镇文罗村委文罗村 现状航拍图示意 

建造年代 清（1644- 1911） 类别 学堂书院 

历史功能 教育、祭祀 现状功能 祭祀 

占地面积 128 ㎡ 建筑面积 128 ㎡ 

真实性 基本保持原状 建筑层数 1 
特色工艺 
和构件 龙船脊、木雕封檐板、灰塑山墙 

推荐理由 

文罗村书室位于德庆县永丰镇文罗村委文罗村，建于清末年间，高 1 层，为砖

木结构。三开间两进，硬山顶，人字山墙，灰塑龙船脊。头门为凹肚式，檐下

饰有木雕封檐板，灰塑。建筑保存状况较好，反映了当地近现代人民生活习

俗，对研究德庆县人文历史有一定的价值。

现状照片 

文罗村何氏大宗祠

翰核何公祠

文罗村书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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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Q_YF_0005 富林会堂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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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Q_YF_0005 富林会堂旧址 
地址 德庆县永丰镇文善村委富林村 现状航拍图示意 

建造年代 
1950-1970 年代 

（1950-1979） 
类别 典型风格建筑或构筑物 

历史功能 办公 现状功能 

占地面积 783 ㎡ 建筑面积 

娱乐场所 

953㎡ 

真实性 基本保持原状 建筑层数 2 
特色工艺 
和构件 木梁架 

推荐理由 

富林会堂旧址位于德庆县永丰镇文善村委富林村，建于 1950-1970 年代，为砖

木结构。建筑由两部分组成，入口部分为两层建筑，一层设两根圆柱支撑，中

间凹进形成入口，二层有出挑阳台，建筑后接一层建筑，屋顶为木制桁架结

构。建筑保存完好，是研究人民公社时期德庆县人文历史的重要实物遗存。

现状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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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Q_YF_0006 永丰旧街骑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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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Q_YF_0006 永丰旧街骑楼 
地址 德庆县永丰镇新乐村委永丰旧街路 现状航拍图示意 

建造年代 
1950-1970 年代 

（1950-1979） 
类别 典型风格建筑或构筑物 

历史功能 商住混合 现状功能 闲置空置 

占地面积 736 ㎡ 建筑面积 1472 ㎡ 

真实性 基本保持原状 建筑层数 2 
特色工艺 
和构件 - 

推荐理由 

永丰旧街骑楼德庆县永丰镇新乐村委永丰旧街路，建于1950-1970年代，为砖

木结构，高 2 层，悬山顶，立面连续 5 开间。建筑保存状况较好，反映了当地

近现代人民生活习俗，对研究德庆县人文历史有一定的价值。 

现状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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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Q_YC_0001 圣典书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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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Q_YC_0001 圣典书楼 

地址 德庆县悦城镇军岗村委双峰村 现状航拍图示意 

建造年代 中华民国（1911-1949） 类别 学堂书院 

历史功能 教育 现状功能 闲置空置 

占地面积 121 ㎡ 建筑面积 242 ㎡ 

真实性 基本保持原状 建筑层数 2 
特色工艺 
和构件 西式柱式、西式拱券 

推荐理由 

圣典书楼位于德庆县悦城镇军岗村委双峰村，建于民国时期，为中西结合风格，

砖混结构，高 2 层。一层入口面阔三间，为凹斗门。一、二层立面均设拱门和拱

窗，二层设大阳台，宝瓶栏杆，顶层山花书“圣典书楼”。书楼现闲置空置，保

存状况较好，是了解和研究民国时期人文历史较好的实物材料。

现状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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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Q_YC_0002 始平里门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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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Q_YC_0002 始平里门楼 

地址 德庆县悦城镇里村村委下围村 现状航拍图示意 

建造年代 清（1644-1911） 类别 其他古建筑 

历史功能 防御、交通 现状功能 交通 

占地面积 20.2 ㎡ 建筑面积 20.2 ㎡ 

真实性 基本保持原状 建筑层数 1 
特色工艺 
和构件 镬耳山墙、灰塑、木雕封檐板 

推荐理由 

始平里门楼位于德庆县悦城镇里村村委下围村，建于清末年间。建筑为砖木结

构，青砖墙，高 1 层，单开间，硬山顶，镬耳山墙，灰塑垂脊。门楼檐下饰

有精美木雕封檐板，门额挂有“始平里”木匾。建筑保存状况较好，反映了当

地近现代人民生活习俗，对研究德庆县人文历史有一定的价值。

现状照片 

亮臣冯公祠

锡九欧公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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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Q_YC_0003 宗瑞书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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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Q_YC_0003 宗瑞书室 

地址 德庆县悦城镇小水村委叠垌村 现状航拍图示意 

建造年代 清光绪十八年（1892） 类别 学堂书院 

历史功能 教育、祭祀 现状功能 闲置空置 

占地面积 448 ㎡ 建筑面积 448 ㎡ 

真实性 基本保持原状 建筑层数 1 
特色工艺 
和构件 灰塑墀头、博古脊、木梁架、木雕封檐板 

推荐理由 

现状照片 

.

宗瑞书室位于德庆县悦城镇小水村委叠垌村，始建于清光绪十八年（1892），

重修于 2013 年，砖木结构，高1 层，三间两进，硬山顶，人字山墙，灰塑博古

脊，绿琉璃滴水瓦当。头门为敞楹式，前廊驼橔梁架，两根花岗岩方形檐柱，

石柱础分层束腰，石虾公梁，石门额刻“宗瑞书室”，檐下精美彩画、木雕封

檐板。书室保存状况较好，反映了当地近现代人民生活习俗，对研究德庆县人

文历史有一定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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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Q_YC_0004 熹亭曾公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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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Q_YC_0004 熹亭曾公祠 

地址 德庆县悦城镇小水村委 145 号 现状航拍图示意 

建造年代 清（1644- 1911） 类别 坛庙祠堂 

历史功能 祭祀 现状功能 祭祀 

占地面积 598 ㎡ 建筑面积 598 ㎡ 

真实性 基本保持原状 建筑层数 1 
特色工艺 
和构件 灰塑、彩画、博古脊、龙船脊、木梁架、封檐板 

推荐理由 

熹亭曾公祠位于德庆县悦城镇小水村委珠源村 145 号，建于清代，清光绪十一

年（1886）有重修，砖木结构，高 1 层，三间两进，硬山顶，人字山墙，首进

为灰塑博古脊，第二进为灰塑龙船脊，绿琉璃滴水瓦当。头门为敞楹式，前廊驼

橔梁架，两根花岗岩方形檐柱，石柱础分层束腰，石虾公梁，门额书“熹亭曾公

祠”，檐下精美彩画、木雕封檐板。祠堂保存状况较好，是德庆县典型的广府祠

堂。

现状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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