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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20年春始，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知阶层集聚于老渔阳里2号，完成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

宣传、阶级动员、人才培养、组织创建、筹备成立大会、初期发展等项工作。20世纪50年

代初期，老渔阳里2号因其在中共党史上的重要作用，被确定为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第二

馆。但由于各种原因，几年后被关闭。2018年10月，老渔阳里2号整治工程启动，将恢复其

革命历史纪念地的功能。

老渔阳里2号；开发与保护；历史考察

“渔阳里”是当年上海法租界的一条石库

门弄堂，其间有两幢小楼，因建成年代不同，

分别称为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

号）、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今淮海中路567弄

6号）。1920年2月，为躲避北洋政府的追捕，

陈独秀经李大钊秘密护送至天津，乘船来到上

海，开始了筹建新型政党的政治实践。陈独秀

于1920年春至1922年9月居住于老渔阳里2号，

使得这幢看似普通的民宅，与中共的诞生及初

期活动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渔阳里”成为展演

中国共产党“开天辟地”精彩序幕的历史舞台。

一、老渔阳里2号在中共党史上的重要作用

（一）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诞生

地。1920年4月，俄共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来

华，经由北京来沪，在老渔阳里2号会见陈独

秀，及李达、陈望道、俞秀松、李汉俊等人，

商讨建立共产党的问题。5月，陈独秀与李汉

俊、陈望道、邵力子等人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

会；6月，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

陈公培在老渔阳里2号开会，决定成立共产党

组织，并起草了党的纲领。随后不久，陈独秀

又与李大钊商议决定，将组织名称正式确定为

“中国共产党”。8月，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

织在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

选举陈独秀为书记，最初成员有陈独秀、俞秀

松、李汉俊、陈公培、李达、陈望道、杨明

斋、施存统、沈玄庐等。[1]这是中国的第一个

共产党早期组织。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

后，致函各地，建议“组织支部”；同时又派

施存统去日本东京，陈公培去欧洲，联络有关

人员；11月，拟订了《中国共产党宣言》。因

此，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筹建全国政党的

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组织和发起作用，被称

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

（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阵地。

1920年，陈独秀寓居上海，影响深远的《新青

年》的编辑部即设在老渔阳里2号陈家。1920年

9月，新青年社成立，这是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

织建立的第一个出版机构，专事出版发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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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因此，《新青年》杂志从第8卷第1号

开始，与群益书店脱离，正式成为上海共产党

早期组织的机关刊物，还特设“俄罗斯研究”

专栏，开展社会主义讨论。该刊在全国各地拥

有大量读者，销售量达“一万五六千本”，成

为宣传马列主义理论和思想的重要阵地。

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通过创办刊物，

设立出版机构等多种途径，加大宣传革命理论

的深度和力度。1920年8月15日，《劳动界》周

刊创刊，这是最早向工人阶级宣传马克思主义

的通俗刊物；1920年11月7日，上海共产党早期

组织创办内部理论刊物《共产党》月刊；1920

年，成立又新印刷所，出版陈望道翻译的《共

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1921年6月，以

望志路108号即树德里李书城寓所为通讯处，组

建新时代丛书社，出版《新时代丛书》，扩大

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出版渠道。由此形成了一个

以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为核心，包括

新渔阳里6号、望志路108号等具有全国影响的

马克思主义宣传出版中心。

（三）培养青年人才的基地。陈独秀在

新文化运动的宣言书《敬告青年》中明确宣

示：“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

身。”“渔阳里”也是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

培养青年人才的基地。新渔阳里6号，原为戴季

陶寓所，1920年4月维经斯基来华时创办中俄通

讯社，由杨明斋负责，对外挂“外国语学社”

的牌子，因此，外国语学社实际上是中国共产

党早期组织建立的第一个培养青年干部的学

校，由杨明斋任校长，俞秀松任秘书。外国语

学社的办学目的，一为掩护团的工作，二为培

养党团干部。学社表面上公开招生，实际上都

由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推荐。1921年春起，学

社学员分批赴苏俄留学，其中有刘少奇、罗亦

农、任弼时、萧劲光等人。 

1920年8月22日，在陈独秀、杨明斋的指导

下，陈望道、李汉俊、俞秀松、沈玄庐、施存

统、叶天底、袁振英、金家凤等8人，成立了

全国第一个青年团组织——上海社会主义青年

团，俞秀松担任书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不

论年龄大小，都加入青年团。上海社会主义青

年团组织建立后，向各地分发团章和信件，要

求建立团的组织，并经常与各地互通情况，交

流经验。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实际上起到了发

动和组织成立中国青年团的作用。

（四）开展工人运动的重地。上海是近代

中国民族工业的发祥地，陈独秀、俞秀松、李

汉俊等人通过调查、演讲、成立工会组织、创

办工人刊物、开办工人学校等多种方式，动员

组织工人阶级，使之觉悟，使之振作。1920年

4月，陈独秀在出席由上海码头工人发起的船

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上，发表了《劳动

者底觉悟》的演讲，指出“做工的人最有用最

贵重”[2]。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

创办的《劳动界》在“发刊词”中阐明该刊的

宗旨是“教我们中国工人晓得他们应该晓得他

们的事情”[3]。《劳动界》深入浅出地向工人

说明劳动创造世界、创造价值及工人阶级的历

史使命，被工人称誉为自己的“喉舌”和“明

星”。《新青年》第7卷第6号亦为《劳动节纪

念号》专刊，不仅有孙中山、蔡元培的题字，

还刊载了李大钊的《五一运动史》、陈独秀的

《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等文章，成为

宣传工人、启发工人的好教材。

1920年11月，上海机器工会在白克路207号

（今凤阳路186号）召开成立大会，孙中山、陈

独秀等到会发表演说。这是全国第一个由共产

党早期组织领导的工会团体。

（五）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

备处。1921年6月，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以老

渔阳2号为联络处，由李达、李汉俊出面，组织

开展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确定会议

地点和日程，致函各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委派

代表到上海参加会议，起草并刻印有关文件。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

表大会在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召开。

会议期间，老渔阳里2号和博文女校都是与会代

表们讨论问题、修改文件、处理会务的场所；

李达、李汉俊、张国焘等于会议之外，多在老

渔阳里2号与有关人员研究会务。7月30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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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一大会议因租界密探闯入而中断。当夜，李

达、毛泽东、周佛海等部分代表在老渔阳里2号

商议继续会议的办法。

（六）第一届中共中央局所在地。中共一

大选举成立了由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的

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1921年9月后，陈独秀

由广东回到上海，专任党中央工作，仍居住在

老渔阳里2号。“当时决定宣传工作，仍以《新

青年》为公开宣传刊物，由陈自己主持”[4]；李

达编辑《共产党》月刊，作为秘密宣传刊物；

张国焘主持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中央局会

议、会晤各地来沪的同志，亦在老渔阳里2号举

行。1922年7月下旬至10月上旬，中国共产党第

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中央执行委员会仍驻委

员长陈独秀寓所。因此，老渔阳里2号实为中共

创建初期的决策中心和党中央首脑机关所在地。

陈独秀1921年10月、1922年8月两次在老渔

阳里2号家里被捕，此事引起了中央的注意，于

是党的工作机构进一步隐蔽化。1922年10月，

中共中央迁往北京。

二、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二馆的开辟与关闭

新中国成立后，为迎接建党30周年，中央指

示，对建党初期的历史遗迹进行寻访调查。中

共上海市委非常重视中央的部署，从1950年9月

开始，市委宣传部负责调查和寻访中共一大会

址及有关建党初期史迹，上海市文化局社会文

化事业管理处处长沈之瑜和宣传部干部杨重光

等人具体落实此项工作。

沈之瑜、杨重光等人接受这一任务后，深

知重任在肩，立即全身心地投入勘察工作。他

们得知中共一大代表之一周佛海的儿子周之

友（原名周幼海）就在上海工作，于是设法找

到周之友。周向沈之瑜等人提供了寻找中共一

大会址的重要线索：第一，他的母亲杨淑慧现

在上海。“一大”召开期间，周佛海曾带杨淑

慧去过开会的那座房子，也曾叫她往那里送过

信；第二，周佛海写过一本《往矣集》，其中

谈及出席中共一大的情形。于是，沈、杨等人

找到杨淑慧，请她帮助找寻中共一大会址及相

关红色史迹。

杨淑慧领着沈之瑜等人首先找到了老渔阳里

2号。当年，陈独秀的夫人高君曼为她介绍认识

了周佛海，因此常至其地，对这幢石库门房子

极为熟悉。南昌路原称环龙路，外观基本还是

保持着当年的模样，虽然事隔多年，杨淑慧还

是一眼就认了出来。

根据几个月缜密细致的查证，至1951年4

月，分别核实了兴业路78号是召开中国共产

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会址所在地（简称中

共一大会址），南昌路铭德里2号（即《新青

年》编辑部旧址）是中共成立后的中央工作部

旧址，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的第一个‘总

部’”[5]。太仓路127号（即博文女校旧址）则

为中共一大会议期间代表们的住宿之地。中共

上海市委派人将兴业路的“一大”会址、《新

青年》编辑部旧址、博文女校旧址等处拍了照

片。其间还专门派杨重光携带三处旧址的照

片，到北京征询请示有关方面的意见，又专门

邀请了李达来沪帮助勘察。

据李达回忆：“1921年7月，党成立代表大

会开会以后，成立了中央工作部……9月间，陈

独秀辞去广东教育厅长，回到上海专任党中央

书记，他住在渔阳里二号（他的家是住在楼上

的）。中央三人的集会，是在老渔阳里二号楼

下客堂，或统厢房举行的。”李达明确认为：

“由以上所述看来，我们把第一次代表大会以

后成立的中央工作部，确定为老渔阳里二号，

是合乎实际的。”[6]

上海找到这三处富有纪念意义的重要革命

史迹后，立即向中央作了报告。中央对此高度

重视，多次就相关事宜做出指示。1951年7月3

日，中央致电上海市委：“中央认为这几个地

方如属可靠，即可用适当方式保存留作纪念。

但据报告这些房屋都极破旧，恐不易久存，望

你处研究一下，这些地址是否确实，及是否可

能保存，保存下来如何利用，如何布置，并望

将你们的意见电告。”[7]为此，上海方面随即

又对此三处房屋进行了仔细的勘察和调查，

认为，“以上三处房屋，均保持卅年前之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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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兴业路76号“房龄三十余年，尚牢固，

很可保存。现有居民数家，均为小工商业从业

员”；渔阳里2号，“房屋尚新，相当牢固，可

保存”；太仓路博文女校，“房屋较破落，但

经修筑后也可保存”。“鉴于这三处地方，均

有重要历史意义，故亟应迅速修筑，辟为革命

历史博物馆，我们拟组织一专门委员会，进行

修筑、整理、布置工作。”[8]

1951年10月，中共上海市委决定，将中共

一大会址（原望志路108号，现兴业路78号），

南昌路铭德里2号（即原环龙路渔阳里2号，现

南昌路100弄2号）中共成立后的中央工作部旧

址，太仓路127号（原蒲柏路127号）中共一大

代表宿舍三处史迹联合组成上海市革命历史纪

念馆，即第一馆——中国共产党成立时举行第

一次代表大会的建筑物，当时是李书城和李汉

俊的住宅；第二馆——党成立后第一个工作中

心，当时是陈独秀的住宅；第三馆——党的第

一次代表大会时，部分代表（毛泽东、董必武

等同志）的临时住宅，当时是博文女校。以

“三馆合一”的形式，隆重纪念中国共产党成

立这一“开天辟地”的历史大事。

同时，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决定，上海市

革命历史纪念馆第一馆即中共一大会址，以展

览党的史料和毛泽东著作为主；第二馆即中

央工作部旧址，以展览工人运动史料为主；第

三馆即“一大”代表宿舍，以展览毛泽东生平

事迹为主。[9]1952年1月初，上海革命历史纪

念馆筹备处成立，隶属上海市文化局。随之上

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管理委员会成立，以夏衍、

陈虞孙、方行、沈之瑜、杨重光组成，设计并

领导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的工作。管委会草

拟了《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建设计划与说明文

字》，呈送中央宣传部审核。

到1952年5月，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第一、

第二、第三馆修缮一新，第一、二馆补充陈列

展品初步就绪，第三馆恢复原状布置亦大体完

成。6月3日，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第一、二、

三馆首次接待参观瞻仰。7月1日，《解放日

报》刊登了杨重光的文章《“星星之火 可以燎

原”——记上海三个革命历史纪念馆》。同时

发表专题报道《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经一年修

建已初步完成》，其中提出：上海革命历史纪

念馆第二馆在南昌路铭德里二号。1921—1923

年，中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在这里办公。当时

毛泽东同志曾经一度在这里工作。这期间，中

国共产党集中力量领导了中国的工人运动。在

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之后，党就成立

了一个公开做工人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

动组合书记部。书记部出版了自己的机关刊

物——《劳动周刊》。自1921年1月起到1923年

2月止，由于党的有效活动，掀起了中国第一个

罢工运动的高潮。这一时期，罢工共逾百次以

上，罢工人数三十余万人，而党对工人运动的

领导，都是由这个党的中央总部来指挥的。[10]

1952年9月，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批准了

《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参观暂行办法》，其要

点是：暂作有限制的内部开放；参观批准权暂

属市委宣传部；每次参观一般不超过50人。同

时还要求印制中、俄、英、法四种文字的《上

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简介纪念册，主要介绍纪

念馆三个馆的历史情况，可作为外宾、首长参

观后赠送的纪念品。[11]

这期间，各馆的内部陈列布置进一步完善。

1952年6月18日，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管理委员

会委员沈之瑜、杨重光等人向市委建言，制作

三个纪念馆的大理石说明牌。1953年2月，根据

文化部《修缮革命建筑及成立革命纪念馆应以

恢复原状为原则》的通知精神，上海革命历史

纪念馆筹备处开始制作三个纪念馆的模型，并

派人将场馆模型送达中央宣传部审查。11月，

筹备处编写完成三个馆的讲解稿初稿及陈列资

料说明，同时还编写了讲解注意事项、参观暂

定办法和规则等。

中共一大代表、时任国务院参事的包惠僧

于1953年9月15日致函中央宣传部，回忆了有关

中共一大会址、团中央机关旧址的情况。1954

年3月，包惠僧及李书城夫人薛文淑在上海革命

历史纪念馆筹备处工作人员陪同下，专程从北

京来到上海。包惠僧在沪期间察看了三个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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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的革命历史纪念馆。2.第二、三馆可暂封闭，

不再开放，注意保管，供专门研究之用。3.新渔

阳里6号应根据现有资料恢复原状布置。[17]

12月10日，中央宣传部向中共中央报送《关

于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布置问题》的报告，指

出：目前“这三个纪念馆的房屋都很狭小，

在布置上也有困难，如第一馆有李汉俊卧室，

第二馆有陈独秀卧室，第三馆有原博文女校教

室等，如把这些私人卧室和教室都恢复原状，

既无可观，亦难讲解”。报告认为：“‘一

大’是值得纪念的，会场可完全恢复原状，其

他部分及中央工作部所在地、代表宿舍，和其

他地点的纪念意义不大，均可不恢复，但如只

就大会原址布置革命历史纪念馆，显然是不够

的，必须在附近适当地点另建一座革命历史纪

念馆，将‘一大’会址作为附属于它的一部

分。”“目前三个纪念馆可暂不开放，由上海

市委与中央文化部联系着手制订分期实现的详

细计划，送中央批准后执行。”[18]

1955年1月15日，中共上海市委将市委宣传

部《关于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问题的请示》转

报中共中央宣传部，并表示关于上海革命历史

纪念馆问题，中共上海市委基本同意宣传部意

见，即第一馆中共一大会址和渔阳里6号团中央

机关可布置为纪念馆，第二、三馆可以封闭，

作为纪念馆办公用。自此以后，除第一馆中共一

大会址仍继续开放外，第二、第三馆停止参观。

三、老渔阳里2号的保护与利用现状

从1951年7月开始，上海市政府对这三处

部分建筑的居民实施了动员搬迁。中央致电华

东局转上海市委，指示搬迁工作必须体谅群众

的难处：“必须待原住户真正同意后再办，万

勿急躁勉强，引起群众反感。”据此精神，有

关方面在附近准备了适当的房源，以便原住户

调换，并尽量满足住户的合理要求。居民也因

为自己居住的房屋是革命纪念地，感到十分光

荣，积极服从大局，主动搬迁。

老渔阳里2号1959年5月26日、1980年8月26

日，两次被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在一

专题研究

馆，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还协助调查了新渔

阳里6号，即当时中共的第一个干部学校——

外国语学社原址（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和辅

德里625号办事处（今老成都北路7弄辅德里30

号，即当时的人民出版社原址，也是中共二大

会址，李达寓所），以及北成都路劳动组合书

记部的原址。[12]包惠僧3月17日撰写的《勘察上

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的几点意见和回忆》及后续

的补充记录，详尽记述了老渔阳里２号和新渔

阳里６号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

开前后所发生的情况。他回忆道：第二馆是陈

独秀的住宅，“在陈独秀没去广东以前，这个

地方是经常集合之所”[13]。

关于第一馆是中共一大开会的地点，各方

人士没有异议，但对于位于老渔阳里2号的中央

工作部暨《新青年》编辑部却有不同的意见。

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有关领导审查后认

为：陈独秀等人的房间似可不必恢复原状；即

使纪念馆布置好，恐亦只能对内开放，一则房

屋不牢固，观众太多，必定损坏，二来，纪念

馆的布置对观众影响很大，在未认为定型之

前，实不宜对外开放。[14]时任中央中共宣传部

领导胡乔木看过三个馆的模型及调查记录后提

出：最初的中共中央机关设在渔阳里2号的时期

究竟有多久？因为1921年10月陈独秀在老渔阳

里2号家中被捕，“在出事之后，中共中央是

否还能设在该处，实属疑问。如果在该处只有

一二星期的时间，那纪念性就不大”[15]。1954

年2月，胡乔木等视察后指示：“三个馆布置方

针未确定前，尽量以不开放为宜。”[16]

1954年11月20日，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向

市委呈报《关于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问题的请

示》，提出：三年来，曾有许多负责同志、

有关人士以及少数外宾作了参观。他们一致认

为：认真地办好革命历史纪念馆，不仅对了解

上海革命历史有极大作用，而且对于了解和研

究中国革命历史亦有很大作用。因此对纪念馆

的建馆方针、办法及加强领导等问题，亟须明

确决定。报告向市委提出几点建议：1.迅速着

手将第一馆恢复原状，并计划在周围修建一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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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客堂间东面墙上挂有一块铭牌，上面写着：

“1921—1923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工作部在这里

办公，领导当时党的日常工作，毛泽东也曾一

度在这里工作。”以后老渔阳里2号改为市文

化局下属单位宿舍，后又为上海美术设计公司

宿舍。博文女校旧址改为上海市京剧团职员宿

舍，“文革”期间一度收回，1977年修缮后重

新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78年后，老渔

阳里2号又陆续搬进了四户人家。 

2015年6月，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成立了

二级组织渔阳里历史文化研究会，专门从事有

关渔阳里的研究宣传工作。研究会通过举办学

术论坛、讲座，印制散发宣传小册子等各种方

式，宣传“渔阳里”在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作

用。在社会各界的积极努力下，这处革命纪念

地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知晓，许多本地、外地游

客甚至外国研究者及游客闻名而至。

渔阳里2号以其原生态、完整性、内涵丰

富、样态多重等特点，在上海众多红色史迹中

有着非常独特的地位和作用，渔阳里街区应在

“资源整合，统筹规划，整体保护”的原则下

保护、开发和利用。2018年6月12日，黄浦区正

式实行“革命遗址保护项目”——对南昌路100

弄2号（老渔阳里2号）进行置换，原居民另外

安排住所，10月，老渔阳里2号内居民完成搬

迁。经历百年风云的老渔阳里2号经过修缮整

治，将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公众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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