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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党史与党建  

关于上海“红色一平方公里”的调研与思考

东方网“红色一平方公里”课题组

[摘  要]

[关键词]

[中图分类号]  D26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1）02-0064-05

讲好党的诞生地的故事，对于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具有重要意义。2020年8月起，课题

组实地调查走访上海“红色一平方公里”，通过历史资料遗址遗迹查询、老地图搜寻检索，力

求还原党的红色起点的历史原貌。立足“红色一平方公里”，传承红色基因，需要全力保护发

掘党的初心始发地，全力建设建党的故事传播高地，全力建设建党的精神研究基地，为党史学

习教育提供鲜活场景和生动素材。

中国共产党；上海；党的创建；中共一大；红色一平方公里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打开上海地

图可以发现，以中共一大会址为核心，东起顺

昌路，西至思南路，北抵延安东路，南达合肥

路，这周围大约1.8平方公里的“方寸之地”

中密布着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建有关的重要革

命历史旧址10多处。这里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

红色起点——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里召开了

党的早期的多次重要会议，许多建党革命者在

此居住，很多党的早期中央领导机构在这里成

立，这里也是早期工人运动发祥地和党的文化

战线的主阵地。这个区域被业内称为“红色一

平方公里”。

2020年8月到2021年1月，本课题组用半年

时间实地调查走访、查询历史资料查询，力求

还原中国共产党历史起点的原貌，以勾勒出早

期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下克服重

重困难顽强拼搏、不懈奋斗的复杂的社会场景。

一、关于“红色一平方公里”的

历史地理简析

“红色一平方公里”涵盖的区域大多位于

当时的法租界及法租界新区。1849年4月6日，

上海道台麟桂与法国首任驻上海领事敏体尼正

式签字换文，占地986亩的上海法租界就此建

立。1900年法租界经历小幅扩张，1914年开始

大幅扩张成立法新租界，20世纪20年代发展成

为当时上海最好、最高级的住宅区。

（一）百年前后“红色一平方公里”的道

路格局对比。道路是城市基础设施中最为关键

的组成部分。课题组调用了该区域多张历史老

地图，试图复原这一街区历史原貌。从《1917

年法国新、旧租界地图》和《1920年法租界及

延伸地图》对比看出，1920年与1917年相比，

今陕西南路以西的法租界建筑面积明显增加，

说明这一地区正在向建成区转化。[1]课题组还根

据《上海市行号路图录》，还原了一张1939—

1940年版上海该地区老地图。[2]俯瞰老地图可以

发现，区域内道路纵横交错、横直有序，已具

备现代城市的网格化街区雏形。将复原的老地

图与现在中共一大会址附近区域相关资料比对

后发现，尽管部分路名有所修改，但其道路格

局与1920—1930年代基本保持一致。百年后的

[1]张伟等：《老上海地图》，上海画报出版社，2003年，第

44—45、49页。

[2]《上海市行号路图录》又名《上海商用地图》，是在上海

分区域进行实地测绘和精密调查后，首张将行号名录和上海区

域地图合二为一的地图。该图绘有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道路里

巷、民宅工厂及行号、业务地址等，以门牌号码的方式一一制

图标明。按图索骥可以得到精确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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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这一地区网格化社区格局也未有大的变

化，基本保持稳定。

（二）“红色一平方公里”区域内的基

本业态。1921年，法租界新区沿望志路（今

兴业路）只建了一排五幢一上一下的石库门房

屋，房屋簇新。这里靠近业已发展成熟的公共

租界东区和法租界旧区，经由已修筑好的霞飞

路（今淮海中路）、贝勒路（今黄陂南路）等

主干道，可以方便快捷地到达上述商业文化繁

盛区。纵观下水道排水系统、自来水管道、电

灯电话设施、城市公共交通设施等基础设施的

沿革，水、电、公交都伴随着道路的延伸而延

伸。这些基础设施的空间演变与道路的空间变

化基本吻合。[1]

仅据1906年上海租界华商商业行业的一个

统计，上海租界已有洋货业、纸烟业、皮货衣

业、绸缎业、药业等52个行业，记录有店名的

店号达3177户。其中，法租界地区共384户，占

12%。[2]在1939年版的地图上将范围扩大些看，

当时法租界里的生活设施可以说基本完备：

道路规整，有数量众多、行业覆盖广泛、分工

精细的各类工厂、各类商业设施，有学校、医

院、戏院、球场、书店书局等文教体卫设施，

有会馆、公园、咖啡馆、茶室等娱乐社交场

所，有寺庙、教堂等宗教场所，有银行、邮

局、自来水、电力等基础设施。这些老地图可

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当时法租界的房屋属性、社

区规划情况。

二、“红色一平方公里”

14处红色遗迹的内在关系

课题组走访了“红色一平方公里”内14处

有据可考的旧址遗迹以及周边3公里区域内的7

处重要旧址遗迹。14处旧址遗迹按由北向南、

由西向东的顺序罗列如下：平民女校旧址（南

成都路辅德里632号A）、任弼时旧居及团中央

[1]牟振宇：《近代上海法租界城市空间扩展研究》，复旦大

学，2006年。

[2]朱国栋、王国章主编：《上海商业史》，上海财经大学出

版社，1999年。

机关遗址（1925年爱多亚路1472弄7号，后迁至

北四川路大德里）、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

表大会旧址（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维经斯

基旧居遗址（霞飞路716号）、中国社会主义青

年团中央机关旧址（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

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新青年》编辑

部）旧址（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大同

幼稚园旧址（1931年春搬迁至法租界环龙路48

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宿

舍旧址（蒲柏路127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

国代表大会会址（望志路106号）、上海机器工

会临时会所遗址（西门路泰康里41号）、《星

期评论》编辑部遗址（白尔路三益里17号）、

邵力子陈望道旧居遗址（白尔路三益里5号）、

上海中山故居（莫利爱路29号）、又新印刷所

旧址（辣斐德路成裕里12号）。周边3公里区域

内的7处重要旧址遗迹，包括1920年毛泽东寓

所旧址（哈同路民厚南里29号）、中国劳动组

合书记部旧址（公共租界北成都路19号）、中

共中央组织部遗址（成都北路丽云坊，1928至

1931年为中组部办公地）、中共中央军委机关

旧址（新闸路经远里）、中共淞浦特委办公地

点旧址（山海关路387弄5号）、中共中央政治

局机关旧址（云南路447号，1928至1931年中共

中央政治局办公地）、中共中央与中央军委联

络点旧址（浙江路112号）。

“红色一平方公里”区域内的这一系列革

命旧址遗迹直接或间接地与中国共产党创建过

程中三件大事和两个方面有关：

（一）三件大事。第一，成立中国共产党

发起组。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在上海

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成立，陈

独秀担任书记，成为了各地共产主义者进行建

党活动的联络中心。[3]在维经斯基等人的帮助

下，陈独秀以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基础，

加快了建党工作的步伐。[4]而维经斯基旧居遗址

[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新民主主

义革命时期）》，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

年，第27页。

[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中

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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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霞飞路716号。1921年6月，中国共产党上

海发起组以老渔阳里2号为联络处，由李达、李

汉俊出面进行具体筹备，致函各地共产党早期

组织委派代表，筹备召开中共一大。[1]第二，召

开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1年7月23日，

中共一大在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召开。

“一大”召开后，老渔阳里2号成为中共中央局

办公地。中共中央局依据党的一大通过的纲领

和决议，健全中央和地方组织机构，宣传马克

思主义，统一领导工人运动，领导各地党组织

迅速开展各项工作。第三，召开党的第二次全

国代表大会。1922年7月，中共二大在南成都路

辅德里625号（今成都北路7弄30号）召开。这

次大会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制定了党的最高纲

领和最低纲领。

（二）两个方面。第一，研究宣传马克思

主义，众多早期革命者确立信仰。“红色一平

方公里”区域里见证了多本马克思主义和党早

期重要著作的诞生。《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

全译本的约请翻译、审校定稿、出版宣讲都与

这一区域相关。1920年初，陈独秀、沈玄庐、

戴季陶、邵力子等人在白尔路三益里17号（后

为自忠路163弄17号，现已拆除）的《星期评

论》编辑部商讨后，决定约请陈望道翻译《共

产党宣言》。陈望道译成后，于6月27日夜，

委托俞秀松将《共产党宣言》译稿转送至老渔

阳里2号陈独秀处校对审定。8月，第一个《共

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在辣斐德路成裕里12号

（今复兴中路221弄12号）的又新印刷所正式出

版。1920年9月，陈望道在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

外国语学社亲自讲授《共产党宣言》。1921年7

月党的一大选举产生了党的中央局，专门委派

李达分管宣传工作，主管党报党刊及书籍的发

行。1921年9月，党领导设立了第一个出版机

构——人民出版社，地址位于老成都北路7弄30

号，组织马克思、列宁著作的翻译出版。1920

年5月5日至7月初，毛泽东第三次来到上海，住

[1]徐云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发祥地：上海老渔阳里2

号》，《上海渔阳里：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孕育之地》，上海人

民出版社、上海学林出版社，2020年，第5页。

进了距离渔阳里大约2.7公里远的哈同路民厚南

里29号（今安义路63号），就在这幢沿街而建

的旧式二层楼里，他最终选定了自己的人生之

路，“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2]。在与老渔

阳里2号相隔仅数十米的新渔阳里6号（今淮海

中路567弄6号），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

机关旧址。这里是中国共青团的诞生地，刘少

奇、任弼时等一批党的领导人曾在此学习，在

这里确立信仰后走上革命道路。

第二，党的早期组织积极开展工人运动和

社会活动。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份通俗工人

读物《劳动界》，其编辑部就设在老渔阳里2

号。1920年10月3日，上海机器工会发起会在新

渔阳里6号召开。会上，选举产生机器工会理事

会，通过了《机器工会章程》。临时会所设在

西门路泰康里41号（后为自忠路225号，现已拆

除），这是中国产业工人在党领导下成立的第

一个工会组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位工人党员

李中经常在渔阳里和机器工会之间从事革命工

作。而1921年8月，在北成都路19号（今成都北

路893弄），我们党建立了第一个领导全国工

人运动的公开机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1922年2月，我们党领导建立了第一所妇女干部

学校——平民女校，位于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

632号A（今成都北路7弄42—44号）。

可以说，这些革命旧址遗迹是早期中国共

产党人工作、战斗、生活、社交的见证，革命

者们在这些地点的创党活动具有内在联系。

三、中国共产党在“红色一平方公里”

诞生的客观必然性

（一）“红色一平方公里”有着独特的政

治格局和社会空间。上海的租界对中国产生了

复杂而多面的影响，一方面是近代中国半殖民

地社会的体现；另一方面，在客观上带来了西

方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卫生多个

方面的近代文明。望志路106号（中共一大会

址）附近这一区域当时被称为“法新租界”，

[2][美]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人民文学出版

社，2016年，第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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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法租界的新区。旧上海“一市三治”——法

租界、公共租界和华界三界的管辖区域、管辖

权及司法系统等各自独立。租界的存在使中国

的政治管辖出现了空隙，而这一区域恰处于三

界“夹缝”中，因此从事秘密活动相对就较为

安全。法租界新区政治理念、制度设置和管理

流程都在客观上为革命活动的开展提供了便

利。同时，法租界是上海城市规划最好的区

域，从道路系统到房屋建造都有标准，生活品

位与宜居度在当时的上海比较突出，这也是很

多国外回来的知识分子、政治精英选择此处落

脚的原因。此外，1914年法租界向今鲁班路以

西的地方扩展，中共一大会址（房屋建于1920

年）所在的区域在1929年代的老地图上来看仍

属法租界的边缘。资料显示，当时一大批知识

分子，包括孙中山、陈独秀等都在这一带居

住，原因就在于这一带规划严格，道路宽畅，

人口密度不高，环境幽雅，交通便利，房屋建

筑精致，租金适中，安全又有保障。这些因

素，正是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所看中的。[1]

（二）“红色一平方公里”有着独特的

经济形态和人文环境。上海是一个典型的近代

崛起的城市，到1920年代时，拥有超百万人口

的上海的现代性、城市化和公共性属性已非常

明显。上海也是中国工业和产业工人的重要聚

集地，洋务运动之后，一批新兴企业在上海诞

生，从官办、官督商办到商办，经济活动十分

活跃。在1939年版老地图上可以看到，“红色

一平方公里”附近区域有大量华洋合办的各类

工厂，这就使得早期的革命者可以在生活空间

内接触到中国最早的一批产业工人，从而促进

中国革命与工人运动相结合。除了襟江带海的

地理优势，上海还有着海纳百川的社会环境、

精英集聚的人文环境、高度发达的公共交通网

络和媒体传播网络。大量侨居的外国人以及随

之涌入的国外思潮和众多外国商品，给这座城

市带来了较高的国际化水平，上海对舶来品的

[1]熊月之：《中共“一大”为什么会在上海法租界举行——
一个城市社会史的考察》，《中国共产党90年研究文集》，

2006年。

接受度和宽容度也都很高。

（三）“红色一平方公里”有着独特的人

才优势，群英荟萃。上海是近代中国人才荟萃

之地。五四运动前后，一大批具有共产主义思

想的先进知识分子汇集于上海，尤其是陈独秀

和《新青年》编辑部的入驻，一批学习机构相

应建立，更是吸引了无数青年才俊，他们有的

在此安家落户，有的路经此地而不忘探索革命

之道。他们出入于上海渔阳里等地，在宣传马

克思主义和开展建党活动中完成了世界观的转

变，开启了新的人生，毛泽东、刘少奇、俞秀

松、任弼时、陈望道等都是出入此间的杰出人

物。事实上，1910年代，法租界这一区域就是

先进知识分子和革命党人的聚居区域。从1915

年开始，以孙中山为首的诸多革命党领导人物

就集中在这一区域赁屋居住，设立革命机关，

开展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在安徽的早期领导者

柏文蔚、北京五四爱国运动学生领袖许德珩，

先后入住老渔阳里2号。另据资料，国民政府郭

泰祺、杨杏佛、叶楚伧、戴季陶、沈卓吾都曾

住在这一区域。[2]在上海的中共主要领导人又与

这些当时思想先进的革命者们有着各种各样的

联系。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依

托“红色一平方公里”展开早期建党活动，与

这里独特的地域社会特点、复杂的政治社会环

境、先进的生产关系和思想思潮、宽松的文化

氛围以及中国共产党乃至早期革命者的群星闪

耀都有紧密联系。建党遗址遗迹集中在这里，

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

四、关于进一步保护和开发

“红色一平方公里”的建议

“红色一平方公里”区域见证了近代中

国民族运动，见证了中国的新文化运动、马

克思主义思潮的涌起。立足这“红色一平方公

里”，传承红色基因，擦亮红色文化品牌，能

[2]许洪新：《中国近代变革中的第一弄：新老渔阳里》，

《上海渔阳里：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孕育之地》，上海人民出版

社、上海学林出版社，2020年，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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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为党史学习教育提供鲜活场景、生动素材等

有力支撑。

 （一）打造初心始发地红色地标。近年

来，上海市区两级政府、政协委员、文史专家

对“红色一平方公里”内的渔阳里区域高度重

视。目前新、老渔阳里均已开放。从老地图上

可以看出，新老渔阳里之间有弄堂贯通其间，

可以从淮海中路(原霞飞路)直通南昌路(原环龙

路)，这里被后人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小道”。

不过这条弄堂目前处于人为隔断的状态。应在

打通道路新老渔阳里建党街区的基础上，进一

步统筹规划，整合周边学校等文教设施，为

“初心论坛”等红色文化品牌和党员学习教育

设置长期固定场所。

（二）依法加强市区统筹挖掘红色资源。

上海已启动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立法工作，目

前，《上海红色资源传承弘扬和保护利用条例

（草案）》正通过上海人大网、东方网等向社

会公开征求意见。上海将进入依法对红色资源

保护利用的新阶段。建议创新体制机制，依法

建立市、区两级红色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制度，

明确市、区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职责，统筹规

划“红色一平方公里”区域，将区域内红色资

源切实有效地保护起来，调动市区两级人财物

等资源，抢救性挖掘“红色一平方”红色资

源。对该区域的文物建筑以及相关遗址遗迹进

行依法保护。在对中共一大会址周边的10余处

建党旧址逐一修缮、提升保护等级的基础上，

对建党遗迹勒石挂牌，突出中共建党的纪念氛

围。融合实物、影像、艺术创作等多种形式，

借助声、光、电等手段，推进“互联网+红色

文化资源”，打造可读可看的“红色一平方公

里”展览展示。推动全市革命类博物馆、纪念

馆的数字化建设，让革命遗址和文物史实活起

来，拓展展陈的内涵和外延，形成一系列口口

相传的建党故事。集中一批党史党建专家，深

入开展党的创建史研究，围绕党的诞生地进行

课程研发，在“红色一平方公里”区域培育打

造党员干部学习教育场景。

（三）搭建社会参与平台，筹建红色文化

基金会。经过走访发现，“红色一平方公里”

内的大部分红色遗址遗迹已得到较好的保护，

但是仍然存在少数红色遗址权属不清、建筑

主体老化、周边环境杂乱乃至极少数遗址已荡

然无存的现象。根据国务院《文化产业振兴规

划》《2016—202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

要（三期）》等文件要求，积极整合各类资

源，搭建社会参与平台，引导企业、银行、社

会组织等参与红色旅游发展。建议设立“红色

一平方公里”文化产业基金会，借鉴延安、遵

义等地相关机构的经验，做好上海革命遗址遗

迹的修缮、保护、开发、历史研究、教育等一

系列工作；促进以上海为中心的的“沪浙红色

旅游区”的教育、旅游、文化等方面的可持续

发展；鼓励在理论、技术、产品、服务、保

护、宣传营销、发展模式和体制机制等积极创

新探索；联合交通、旅游、文创等政府部门和

市场主体，统筹推进红色旅游创新发展，做大

做强红色文化交流平台和红色文创产销平台。

“红色一公里”是建党精神的承载地。

可立足“红色一平方公里”的红色故事和百年

巨变，深入开展建党精神研究，使建党精神列

入中国革命精神谱系。在“红色一平方公里”

研究和传承上，发挥集聚效应，形成全社会合

力，全力保护发掘初心始发地，全力建设建党

故事传播高地，全力建设建党精神研究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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