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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若初见

一块牌子的改变
历史意义更加明确

据上海市档案馆最新出版的《党在这里诞
生———中共一大会址、上海革命遗址调查记录》

显示，在 1951年建党 30周年之际，上海勘察确
认了几处重要的革命历史纪念建筑物。在 1952

年成立上海革命纪念馆管理委员会及筹备处，

并根据初步调查材料，布置了三个纪念馆，分别
是第一馆兴业路 78号，第二馆老渔阳里 2号，

第三馆原博文女校。但因为时代原因，只作了保
管措施，一段时间仅内部开放参观。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原市委党
史研究室主任徐建刚介绍，上世纪 50年代三馆

方案最终搁置。但从 50年代起，党史研究部门

研究并撰写了大量资料，并在 80年代采访了很
多老同志，保存了珍贵的口述实录。随着党史研

究新的进展，加上共产国际很多文件的公布，时
至今日，老渔阳里 2号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

中的地位和面貌越来越清晰和完整。
这里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阵地———《新

青年》编辑部旧址，《新青年》杂志在这里成为中
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机关刊物，翻译马克思主

义著作，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全国范围内的传
播。这里也是第一个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诞

生地，在这里提出了“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
创造一个新社会”的革命目标，推动了各地共产

党早期组织的建立。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之
后，这里成为中共中央局的第一个办公地点。

老渔阳里 2号在 1959年和 1980年两次被
列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很长一段时间一直

是市民赵文来等四户人家的居所。2010年上海
进行革命遗迹普查。普查中，市委党史研究室专

门打了报告指出上海有两处地方需要进一步保
护，一个是云南路中共中央机关旧址，另一个就

是老渔阳里 2号，推进这两处地方的保护和修
复被列为党史研究室的“重点工程”。

“市委领导多次到现场调研察看。中央党史
研究部门也多次来看过，他们也非常认同上海

的观点。我们带过很多人来参观，住在一楼的赵

文来一直都很热情地义务接待来访者。随着上
海城市更新建设，如何更好地延续上海的红色

文脉变得越来越重要，在建党百年到来之际，在
全市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黄浦区从 2018年 6

月起启动了旧址修缮保护工作。”徐建刚说。
如今，老渔阳里已经基本恢复了历史原貌，

门口挂的铭牌字样由原来的“《新青年》编辑部
旧址”换成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新青

年》编辑部）旧址”。徐建刚说：“这个改变非常重

要，是对其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地位和定位的

明确，但还需要进一步明确，这里作为曾经的
‘中共中央局机关所在地’还没有体现出来，这

个也应该要加上。”
上海市政协多位委员从 2015年起持续关

注老渔阳里，做了大量调研，提交了多份相关提
案，原本报记者、原市政协常委俞亮鑫就是其中

一位。他表示，此次老渔阳里基本恢复历史原

貌，是上海积极开展“党的诞生地发掘宣传工
程”取得的新进展。

俞亮鑫认为，这一红色旧址诞生了很多党
史上的第一，并筹备了具有开天辟地意义的中

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全国几乎所有的党中
央机关旧址都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渔阳

里应该得到更多关注。
据徐建刚透露，老渔阳里 2号目前正在申报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另外，铭牌上加上“中共
中央局机关所在地”，各方也正在积极协调之中。

“在全国范围，很多人还不知道渔阳里，需
要加大宣传力度。”徐建刚建议，在宣传方式上，

要更加贴近年轻人，赋予它的时代价值。除了加
大历史风貌区整体的保护力度外，整个展陈的

方式和途径需要充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传播
手段，扩大它的影响，不受展陈空间的局限。

黄浦区委宣传部在这次史迹陈列展布置
时，除运用原有的图文展板、实物陈列、场景复

原、互动查询等形式外，新增了 VR立体电影、
大幅艺术创作等多个展项，运用科技化、艺术化

的展陈手段，克服空间限制，再现建党前期酝酿
准备工作中的重要历史场景。

40年光阴的留恋
虽已离开无法割舍

徐建刚提到的赵文来，在老渔阳里 2号住
了整整 40年。随着 2018年修缮工作启动，他搬

迁到了浦东三林地区。8月 19日，当日上海最

高气温达到 35℃，记者在老渔阳里巧遇吃过午
饭过来“看看”的老赵。他说：“心里总是放不下，

毕竟住了那么多年了。”
老赵今年 72岁，头发花白，是一个特别热

情的上海“邻家爷叔”。当记者提出想采访关于
老房子的故事时，他眼里放出了光，熟门熟路带

记者找了一个地方坐下。他回忆道，1978年，自
己和妻子因为原住房太过窄小，与老父亲一起

搬到了这里，住在一楼。当时一楼还有老赵的妹
妹一家，房子是她爱人工作单位上海美术设计

公司分的。二楼后来又搬来另外两户人家。原卢

湾区文物保护所的工作人员说，这所房子有特
殊价值，不能擅自改动。所以自己不敢对房子结

构做任何改动，家里也没有购置大体量的家具。

因为年代久远，门窗有很多缝隙，空调一开就漏
气。“夏天还挺凉快，不开空调问题不大，冬天就

受不了了，只能把孩子送到外婆家去，真的是一
言难尽。”虽然房子问题不断，但文保所的工作

人员每次都有求必应，老赵至今仍心存感激。
老赵说，自己就是一个普通工人，也不是党

员，刚住进来时没有多大体会，随着来参观的人

越来越多，才慢慢感到这所房子确实意义重大。
有一次，一位从北京来的客人临走时对老赵说：

“你住在这里很荣幸，这幢房子是有灵魂的，总
有一天是要派用场。”

还有很多人并不知道这里的重要性，老赵
感到很可惜，他也总是尽自己的能力给参观者

讲解，“我讲话‘语无伦次’的，但他们很愿意听，
也很尊重我，我知道他们尊重的其实不是我，是

尊重这幢有历史价值的房子。”
前来参观的人有一些是做研究的，从全国

各地自发前来。老赵记得，有一位扬州的吴先生
第一次来没有找到他，第二次因为自己住院，也

没碰到，第三次来终于碰到了。老赵看到吴先生
在房子里上上下下前前后后地仔细观看，虔诚

的态度让他很感动。
2014年，老赵被两位渔阳里历史文化研究

会的老同志拉进了研究会，“我是糊里糊涂进去
的，进去以后就不糊涂啦！学到了很多，很受启

发，里面那些老干部对共产党的感情和信仰也
让我敬佩。”有一位奉贤的集邮爱好者张先生，

也是找了老赵三次，想收集资料，通过集邮方法
宣传建党历史，后来被老赵拉进了研究会，“大

家有共同爱好，有共同语言嘛”。老赵说。

这些年，因为和老渔阳里这段特别的缘
分，老赵交了很多全国各地的好朋友，微信上

大家经常保持联系，互相问候，交流研究成果，
都很真心。“这是我最大的收获，也是最开心的

一件事。”

十年如一日的热情
民间协会大力宣传

老赵加入的渔阳里历史文化研究会于

2010年开始筹备，是一个民间社团。研究会发

起者之一、上海市原卢湾区副区长王乾德曾经
说过：“有很多人没有了解老渔阳里 2号的历史

功绩。有生之年，我希望看到它恢复其应有的历
史地位。”

研究会会长李瑊告诉记者，初创时期条件
很艰苦，大家经常自嘲研究会是一个“三无组

织”———没有经费，没有人手，没有办公场地。研

究会发起者之一、副会长江爱群说：“我们非常
感谢当时的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徐建刚为我们

解决了开会场地问题，让我们去他那里开会，帮
助我们筹建，协助我们研究会于 2015年 8月成

为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的二级学会。另外，中国
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瑞金二

路街道党工委和雁荡居委会也为我们研究老渔
阳里 2号提供了很多支持。”

老同志们为了恢复老渔阳里 2号的历史原

貌而不辞辛劳地奔波、宣传，无私奉献。没有特
殊情况，他们都会风雨无阻参加每两周一次的

例会。研究会从 2016年开始，每年召开一次全
国性的学术讨论会，至今已经坚持 5年，还出版

了 3本有关渔阳里的书。
2016年 10月 22日，在上海大学召开了第

一次以“渔阳里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为主题的

学术讨论会，这是研究会成立以来第一次正规

的全国学术研讨会，也是全国第一个以“渔阳
里”为主题的大型学术会议。来自全国各地及上
海的 80多名学者参加了研讨会。李瑊清晰地记

得，那天倾盆大雨，研究会的老同志们照样如约

而至，并且从上午一直开到下午会议结束。一天
下来，虽然劳累异常，但大家感到非常高兴，第

一次以渔阳里命名的学术研讨会开得很成功。
陈独秀的孙女陈长璞是研究会的名誉会长，虽

然身体不太好，但每年一次的学术研讨会她都
会从外地赶来。

除了收集资料、研究课题，陈安杰、钱厚
贵、金恒源等老师还下基层宣传老渔阳里

党的创建史，著名评弹艺术家朱庆涛老师
还创作了几部关于老渔阳里的评弹作品，深

受好评。

本报记者 屠瑜

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原环龙路老渔阳里 2号（现南昌路 100弄
2号），经过一年多时间的修旧如旧已于 8月 18 日正式开门迎客，“星火初
燃”史迹陈列展正在举行，场场爆满。在不远处的原霞飞路新渔阳里 6号（现
淮海中路 567弄 6号），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诞生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
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已于去年改造后全新上线，和旁边新建成的渔阳里广
场一起成为“网红打卡地”。记者近日采访了多位改造过程见证人，探寻新老
渔阳里焕然新生背后的故事。

渔阳里红色文化正在年轻人中传播

俯瞰老渔阳里 2?

渔阳里广场浮雕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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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展出的
《蟹篓图》具有特殊史料价值

16年的不断完善
讲好共青团创建史

8月 21日，“渔阳里：跨越百年的初心传
承”主题研讨会暨第四届渔阳里文化论坛如约

举行。共青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馆长胡献忠作

了题为《从老渔阳里到新渔阳里：青春为革命
赋能》的发言。他认为，在 100年前老渔阳里筹

备建党、新渔阳里建团的过程中，青年成为重
要的载体和变量。老渔阳里 2号的马克思主

义火种，就是通过青年传递到新渔阳里 6号
的。在新渔阳里创建的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

是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性质的青年组织，而
且实际上成为各地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发起

组；在这里创办的华俄通讯社是中国共产党
创办的第一个通讯社，而外国语学社则成为

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干部培训学校。上

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 （平均年龄 27岁）

大多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渔阳里

已成为当之无愧的革命源头之地，当然还有
一些历史细节需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严谨态

度做进一步考证。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

馆馆长洪颖哲告诉记者，团中央纪念馆在社会
各界的关心和支持下，于 2004年开馆后，又在

2019年五四百年时进行了一个大的改造，有了

很大的变化，特别是对共青团团史方面有一个
更加全面和详细的展示和说明，非常难得。

由于从事早期共青团创建史研究的学者
较少，史料也相对缺乏，现有资料很多穿插在

一起，没有清晰的历史脉络呈现。近几年来，纪
念馆在史料挖掘方面做了很大努力，反复对比

论证搜集资料，不断打磨展陈大纲，精益求精，
大改 15稿，小改无数。展陈方面注重运用现代

化的多媒体设备和青少年喜闻乐见的方式，讲
好新渔阳里的红色历史。从党团史的角度来

看，把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怎样来领导上海建团
这个事情讲清楚了，这是共青团创建史研究的

一个重大突破。

24年寻档的坚持
千辛万苦孜孜以求

洪颖哲特别表示，俞秀松继子、上海市中
共党史学会副秘书长、华东师范大学俞秀松研

究中心副主任俞敏老师这么多年坚持寻找新
的档案，对纪念馆帮助很大。比如，上海社会主

义青年团创建的时间———1920年 8月 22日。
这是俞敏到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

时发现的，这个时间俞秀松在青年共产国际第

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里明确写了。

69岁的俞敏在新渔阳里 6号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自己做史料挖掘的时间不长。以前

主要是母亲出面，后来随着母亲年纪越来越
大，自己也逐渐从不大关心，到有点好奇，最后

感到重任在肩，“后悔自己没有再早 20 年参

与，那时和俞秀松有关的人还在世”。
俞敏第一次去俄罗斯寻档是在 1996年，

目的是想寻找俞秀松被害的线索和还原历史
真相。从 1996年开始，俞敏一共去俄罗斯寻档

11次，还去了中国台湾、荷兰等地，一直没有间

断。他坦言，寻档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需要
请求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发邀请，要结识档案馆

和远东所的专家。他在接触这方面事情后，认识
了一些朋友，也认识了一些研究这段历史的学

者。每次陪同他们查档、拍摄之时，他也同时寻找
俞秀松相关的史料，每次去都会有点收获。

有一段经历让他至今难忘。1998年 11月

的一天，莫斯科下着大雪，俞敏打开俞秀松的
卷宗时看到一段共产国际关于“江浙同乡会”

的询问记录。记录显示，当被问到和陈独秀的
关系时，俞秀松说：“我和陈独秀自始自终有很

好的关系，陈独秀犯了错误，他只要改正错误，
还是应该回到党内来工作，陈独秀无论如何是

个好人……”俞敏说：“当时脑子突然一片空
白，看着窗外茫茫大雪，我想这就是一个真正

的人，在历史史实面前，抛弃个人得失的感情，
能够实事求是地说自己对某件事情的看法和

想法，太不简单了。”
渔阳里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展品中有

一幅《蟹篓图》。这幅画是俞敏花了大力气寻来

的。俞敏介绍，20多年以前，自己在杂志上看
到过这幅画。2012年在浙江上虞叶天底纪念

馆他再次看到《蟹篓图》的复印品，但这一次引
发了他的注意，因为在画的左下方隐约可以看

到一行小字中有“望道、天底、秀松”。自此俞敏
跑了浙江很多档案馆、博物馆，问了很多人希

望能找到原画，但一直都没有如愿。直到去年
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改造重新对外开放后，

沈玄庐的曾孙女加了俞敏的微信，一聊才知道
这幅画就在她的父亲那里。因为年代久远，画

已经发霉了。俞敏报请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把
这幅画修旧如初。

俞敏向记者解释，这幅画上写有“玄庐一
九二十年八月十一日送望道、天底、秀松去杭

州后写”，他把它和俞秀松的日记结合起来看，
这幅画把几个人的历史记录延长了，是离 8月

22日中国最早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较近的
有史料价值的记载。

新老渔阳里比邻而立
同迎建党百年辉煌

新老渔阳里其实只相距 100多?，之间原
本有条小路贯通其间，陈独秀、俞秀松等都曾

在这条小道留下足迹。这条路被后人称之为
“马克思主义小道”。后来随着居民住宅扩建，

小路消失了。如今从老渔阳里走到新渔阳里，
需要绕一个大圈。为此有学者和研究人员提出

能否重开“马克思主义小道”。

上海市政协委员、市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

任凤懋伦对渔阳里周围的环境非常熟悉，他认
为打通小道的难度不大。目前有两种方案，一

种是完全按原貌打通，恢复历史上老渔阳里的
一处过街楼。另一种是把老渔阳里的七色花小
学围墙往后移 1至 1.5?，顺着学校围墙留出

一条小道，与新渔阳里连通，操作相对较快。
在老渔阳里住了 50年的居民黄冠桥说：

“希望新老渔阳里成为家喻户晓的红色地标，
迎接建党百年辉煌，这对先烈也是一种告慰。”

老渔阳里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