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化”老建筑，让历史留在未来
方 翔

新民眼
    建筑无声，却可以让历史的讲述更加“原
汁原味”。

兴业路上的中共一大会址， 虽然还未对
外开放， 但经过了专业而细致的保护性修缮
之后，其以“修旧如故”的新面貌，告诉着世人
中国共产党人初心是如何历久弥坚。 在不远
处的太仓路 127 ?，一大代表宿舍旧址（原
博文女校）经过修缮之后，也最大限度接近历
史原貌。作为修缮施工的负责人，上海建筑装
饰（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冯蕾表示，在整个
修缮工作中不仅要搜集老材料， 还要用到老
工艺，最大程度还原历史，使其成为连接红色
血脉与城市文脉的重要载体。

今年3?，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强
调，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
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 对待古建
筑、老宅子、老街区要有珍爱之心、尊崇之心。

一座城市不仅要有现代化的新街区，也
要有可以阅读的老建筑， 因为这里有城市的
“根”与“魂”。 城市有机更新，将历史“点石成
金”，体味的是文脉，涌动的是创新。

延安西路 238?是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
合会，上海市书法家、美术家、音乐家等协会
的办公地。 这里解放前是意大利商务总会，

1994年被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布为上海市第
二批优秀历史建筑，不久前刚经过修缮，正以
全新面貌展现在公众面前。

“这里见证了上海文学艺术界的发展和
壮大。 文化名人夏征农、于伶、杜宣、林风眠、

沈柔坚、丁善德、王云阶等都曾在此办公，这
里有上海文化艺术界的集体记忆。 我们根据
历史沿革分析、房测报告和现状分析，将建筑
物按照原有风貌进行恢复。 ”冯蕾说，“无论是
外部的爱奥尼柱，还是内部独具风格的壁炉，

都做到整旧如故，以存其真，展现其历史真实
性，不为追求华丽而改变其原貌。 ”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 要像对待老人一样
尊重和善待城市中的老建筑， 要妥善处理好
保护和发展的关系。 老建筑不是圈禁起来供
人欣赏的， 有关部门要推动老建筑保护和经
济社会协调发展。 通过修复、展示和利用，最
大程度保存历史建筑的真实性、 多样性和完
整性，发掘它们的时代价值，让珍贵的历史遗
存依然可以参与到今天的城市运行中， 与都
市功能相得益彰，让城市文脉可感、可知，更

可延续，让历史留在未来。

中国科学院院士、 同济大学教授郑时龄
曾经说过，“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 要像爱
惜自己的生命一样， 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
产。 要在发展中保护，在使用中保护，这是必
须要遵循的重要原则。 ”在他看来，上海的历
史建筑为城市带来更多发展机遇。上海 2035

总体规划提出的目标是建设卓越的全球城
市，要追求这样的目标，不能没有历史建筑的
彰显和积淀；另一方面，也要为这些历史建筑
植入新的功能。

如果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 那么历史建
筑就是音符。城市更新与文脉传承有机结合，

建筑的保护性修缮与功能性修复兼顾， 将更
好地体现建筑可阅读、城市有温度，也会让生
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更有幸福感。

    乌漆木门、朱红窗棂、清水外墙、“熊猫

眼”瓦当……备受瞩目的中共一大会址近日
完成修缮，将于“七一”前对外开放。历经 5

个月精心修缮，这幢百年石库门建筑既“修
旧如旧”，又容光焕发，引得市民游客纷纷打

卡合影。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和初心始

发地，红色基因渗透在这座繁华都市的血脉

深处。2016年全面启动的“党的诞生地”发掘
宣传工程，在建党百年之际，交出了令人满

意的答卷：不仅摸清了“红色家底”，也让一
大批革命旧址修缮开放，一大批展览展陈功

能提升。上海“红色文化”的金字招牌越擦越
亮，“党的诞生地”更已成为上海最鲜亮的一

张名片。

摸清红色家底，聚焦“一馆五址”

“我市要加强对人民烈士陵园等红色资
源的保护和利用，如果由你来负责此事，你

会怎么做?”
这是 2021年上海公务员面试的一道模

拟题，从中不难读出这座城市的治理者对红
色资源保护利用的孜孜以求。这是上海与生

俱来的使命与担当。

作为见证中国共产党诞生和成长的城
市、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红色资源遍布上

海各处。它们凝固着历史，更承载着精神。据
统计，全市现存各类红色资源 600多处，包

括旧址、遗址近 500处，纪念设施 100多处。
其中，1921年至 1933年中国共产党早期在

上海斗争的革命史迹，是最重要也是最有特
点的文物资源。如中共一大会址、中共二大

会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旧址等等。

近年来，上海以“保护为主、抢救第一、
合理利用、加强管理”为原则，在摸清家底的

同时，重点推进“一馆五址”的保护利用。
“一馆”就是中共一大纪念馆。作为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的重大项目之一，
中共一大纪念馆于 2019年 8月 31日开工，

在市委书记李强任组长的领导?组指挥协
调下，紧锣密鼓地推进工程建设、布展设计

等一系列工作，预计将于今年 5月起试运
行，7月 1日前正式开馆。

建成后的中共一大纪念馆，由中共一大
会址、宣誓大厅、新建展馆等部分组成。其

中，新建展馆总建筑面积约 9600平方米，基

本陈列展厅建筑面积约 3700平方米，较此

前近 1000平方米的老展厅有大幅提升。展
厅将布置“伟大的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

历史陈列”展览，综合采用文物、图片、视频、
油画雕塑、实景还原、多媒体声像等展示手

段，生动展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历程，聚焦
建党初期在上海的革命实践，各类展品逾千

件，实物 600余件。

“五址”中，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

（《新青年》编辑部）旧址、中共中央政治局机
关旧址（1928-1931年）分别于去年 7月 1日

和 10月 1日完成文物修缮和临展布置；中
共中央军委机关旧址于 2019年底完成文物

修缮；中共中央秘书处机关（阅文处）旧址、
中共中央特科机关旧址目前正在进行修缮

收尾和展陈策划布置。

强化保护修缮，推动立法保障
杨浦区国福路 51号，一栋正面呈“凸”

字形的独立?楼，曾是《共产党宣言》首个中

文全译本翻译者陈望道 1956 年到 1977 年
在复旦大学的寓所，如今已成为《共产党宣

言》展示馆，并作为复旦大学校史馆专题馆
对外试运行。

陈望道旧居的保护和修缮，也是“党的

诞生地”发掘宣传工程的成果之一。近年来，

类似成果层出不穷，据统计，仅过去 3年，沪
上就先后修缮了茂名路毛泽东旧居、张闻天

故居、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旧址、
团中央机关旧址、宋庆龄故居、中国共产党

发起组成立地（《新青年》编辑部旧址）等 15

处重要革命史迹。其中有多处原为居民住宅

或单位办公用途，经多方努力腾迁，最终复
建成为面向公众的红色场馆。

比如，去年 10月开放的中共中央政治

局机关旧址，为原先居住的 10户居民和 2

家单位进行了房屋置换，房子腾出来后，黄

浦区又邀请党史专家开展大量史实挖掘和
研究工作，完整复原了旧址的历史风貌，并

以科技化、艺术化、体验式的主题展陈，帮助
人们了解、感悟那些不平凡的故事。

又比如虹口区黄渡路 107弄，一条幽静
的弄堂里，曾居住着中国共产党情报战线上

的无名英雄李白，也就是电影《永不消逝的
电波》的主人公。最近正在修缮的 15号?

楼，正是李白烈士故居纪念馆。这是建馆 37

年来最大规模的修缮和展陈更新，展品中将

增添一台市民新捐赠的、与李白同时代的发
报机，李白的《烈士证》将首次展出。

为了强化红色资源保护的制度保障，上

海还积极推动立法，《上海市红色资源传承

弘扬和保护利用条例》将于今年 5月表决，
可望在“七一”前正式颁布实施。上海还按照

“遗址树碑、旧址挂牌”的方式，对重要红色
旧址、遗址开展树碑挂牌工作，进一步提升

红色文化的影响力和保护力度。
今年“七一”前夕，上海第二批革命文物

名录又将出炉。在此基础上，上海依托“学习

强国”，策划建设红色资源宣传教育新媒体
?用平台，预计将于今年 6月前后推出 1.0

?用版本。

创新“讲述”方式，更加动情动心
今年 4月 23日，静安区原创出品的红

色戏剧《辅德里》将在大宁剧院首演。时间前

推 2个月，剧组组建的第一课，就是一群 90

后青年演员来到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学习党

史。因为《辅德里》聚焦的正是中国共产党从
“一大”到“二大”、从“建党”到“党建”的历史进

程，而通过“非虚构戏剧”的形式重现中共二大

亲历者的故事，打造一堂“好听好看又好懂”
的文艺党课，是这出戏剧诞生的初衷。

近年来，上海不断通过创新展示传播方
式，激活红色资源，讲好初心故事，让党史教

育可见可感，深入人心。
同样在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很多人都

体验过“党章厅”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科技交
织的魅力。而通过“情景式党课”、“体验式教

学”、“线上线下互动交流”、“访谈式教学”等
多种组合模式，提升党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

感染力、生动性和实效性，也已成为大多数
红色场馆的“标配”。

在中共四大纪念馆，“力量之源·红色
100”专栏已入驻 B?、抖音等热门短视频平

台，通过“微剧情+?故事+短视频”等多样化
的传播手段，让大家了解中共四大的召开背

景、主要成果及历史贡献。
在宋庆龄陵园，通过打造红色故事资源

库，邀请线上名家诵读，线下开展读书分享
会、红色故事阅读马拉松等活动，青少年的

爱国主义教育也更加充满活力。
最近，上海正在加紧编制新版《红色文

化地图》，方便市民游客按图索骥寻踪上海
红色文化脉络。市文物局革命文物处处长欧

晓川透露，新版地图将吸纳最新研究成果，

约收录 400处具有突出价值的红色文化资
源，除了纸质版，还将同步推出电子版，可以

用手机扫码浏览，为市民游客红色之旅提供
详尽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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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旧址修缮开放、展览展陈功能提升，上海党史学习教育———

激活红色资源 讲好初心故事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首席记者 潘高峰

■ 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是本市重要的红色场馆之一 本报记者 郭新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