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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党史与党建  

建设人民的新上海

——论陈毅对上海的接管和经济社会建设的杰出贡献

陈  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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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5月，陈毅出任首任上海市市长，秉持“建设人民的新上海”理念，他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

级，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团结爱国工商业者，领导上海人民粉碎了敌人大封锁、大轰炸阴

谋，维护了社会治安，安定了人民的生活，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和建立新秩序，进而跨入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立下了不朽功勋。

陈毅；上海；接管；经济社会；人民城市

2021年8月26日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陈毅诞辰120周年。72年

前，陈毅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率

领百万大军解放了上海，并出任新中国成立后

的首任上海市市长。他一切从实际出发，确定

了“稳步前进，量力而行，实事求是”[1]的接管

方针，指出在接管上海的工作中，既不能采取

性急的办法，也不能采取迁就的办法；要依据

上海客观实际，稳步推进接管上海各项工作。

他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充分发挥知识分子

的作用，团结爱国工商业者，采取一系列卓有

成效的措施，为上海经济的恢复发展和社会的

稳定、为新生人民政权的巩固和新秩序的建

立，立下了不朽功勋。2019年11月，习近平总

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

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深刻揭示出城市建

设发展依靠谁、为了谁的根本问题，深刻回答

了建设什么样的城市、怎样建设城市的重大命

题，为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高质量

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实践方向。认真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回顾陈毅为上海的接

[1]刘树发主编：《陈毅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

第550页。

管和经济社会建设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对于上海

建设新时代的人民城市意义重大。

一、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

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

上海解放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曾预言：

共产党在军事上能攻占上海，但没有能力管理

好上海，特别是经济方面管不好上海。陈毅在

丹阳，以及进入上海后，不止一次地告诫同志

们，上海是一只大“染缸”，解放上海后，接

管上海、改造上海、建设新上海的任务更为艰

巨，我们一定要把上海“染红”，绝不能被它

“染黑”。[2]这个意味深长的比喻，可以说是陈

毅在上海开展工作的主导思想。正如他为纪念

上海解放一周年所题写的：“上海人民按自己

的意志，建设人民的新上海。”

1949年5月28日，陈毅带领军管会所属军

事、政治、财经、文教等各接管委员会的主要

干部，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和市长的

身份，主持了接管旧上海市政府的仪式。从

此，上海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面对国民党遗留的问题，陈毅认为，当务之

[2]《青松赞》上集，上海新四军历史丛刊社，1999年，第2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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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是稳定人心，尽快恢复生产。上海的纺织厂

纱锭占全国40％，贸易额占全国一半。上海工

厂的烟囱若不冒烟，全国经济就将垮掉一半；

上海市场一混乱，全国财经就会失去控制。陈

毅认准一条，就是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充

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坚决按七届二中全会

期间毛泽东向华东局、向陈毅交代的接管方针

办：集中力量反对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

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团结各党派，稳步前进。

在接管初期日理万机、寝不安枕的紧张状况

下，陈毅正是从这个大前提出发，亲自会见各

界各方代表，进行政治“亮相”，政策交底。

83万产业工人大军是建设新上海的主力。

陈毅上任后参加的第一个集会，就是5月31日

举行的上海工人纪念五卅运动的大会。他走上

讲台第一句话便说：“上海的工人老大哥、老

大姐们，我们是归队来了！首先，让我代表人

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向保护大上海的人民群

众，致以热忱的感谢！”[1]说完他向台下2000

多名工人代表深深鞠了一躬。这句话充分体现

了陈毅坚定的无产阶级世界观，也表达了中国

共产党进入城市后主要依靠工人阶级的原则立

场。陈毅在讲话中指出：“上海的解放是中国

有史以来的大改变，最主要所改变是工人阶级

已取得领导地位，成了国家的主人翁，这改变

是工人从五卅运动开始，努力了二十几年，才

有今日的地位。为了要使新上海、新中国改

观，工人们必须继续克服更大的困难，和人民

政府、人民解放军、中国共产党以及所有的工

人阶级站在同一岗位和立场上，为主义奋斗，

建设新中国。”[2]

陈毅非常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要求

各级党组织重视这方面的工作。他认为，中国

革命的武装，由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三部分

组成。大批知识分子参加军队，增加了军队

的知识和政治上的敏感性，没有大批知识分子

参加的军队是愚蠢的，革命是不能成功的。在

社会主义建设中，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

[1]《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第455页。

[2]《陈毅年谱》上卷，第566页。

子，同样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他指出：“要改

进对知识分子的领导。不要以外行充内行，干

涉科学研究工作。要尊重原有的科学家、艺术

家。”他还特别强调：“知识分子从事精神生

产，很难以物质价值来计算和比较，所以对他

们的生活待遇要有适当安排。”[3]

作为文化中心的上海，人才荟萃的同时，

情况也更加复杂，中共中央特任命陈毅亲自兼

任文化接管委员会主任。陈毅到达上海后的当

天晚上，就召集军事、政务、财经、文教4个接

管系统的干部开会，听取汇报并作了政策性指

示。他对夏衍说：“明天起就开始接管，要注

意‘先接后管’。你们文教的对象大部分是知

识分子，教授、专家、文学家，所以情况不摸

清楚不要乱管，先让他们安心，然后和他们谈

心，交朋友，千万不可居高临下。”

6月5日，市政府邀请吴有训、周谷城、

巴金、梅兰芳等160多位知名科学家、文学艺

术家举行文化界人士座谈会，与会者名单是陈

毅亲自参与制定的。他认为：“所有在上海的

文化知识界代表人物，都要请到。当前最重要

的事是团结。解放区来的和地下党的、党内的

和党外的，都要团结。在不团结这个问题上，

我们党过去是吃过大亏的，现在胜利了，更要

特别注意。”在座谈会上，陈毅和大家推心置

腹，侃侃而谈，一口气讲了4个小时。他以自己

知识分子的出身经历，鼓励大家向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道路前进。他坦率地说，“我这个共

产党人不是天生的，我个人的改变就经历了3

个阶段：开头是地主家庭出身，信孔夫子那一

套；后来接受了新思想，改信了‘德先生、赛

先生’，变成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最后，

从法国勤工俭学回来，经过了矛盾、消沉、碰

壁，才选择了革命的道路，确立了共产主义信

仰。”这种勇敢诚恳的自我解剖，实在是人们

闻所未闻，并为之感佩至深。有人说这次座谈

会之后，上海文化界就形成了“陈毅热”，可

[3]陈丕显：《雄才大略襟怀坦荡》，《人民日报》1991年8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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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影响之大。[1]陈毅讲话后，有许多过去从不在

公共场合讲话的学者也开始讲话了。著名科学

家吴有训就在这次会上讲了国民党几次三番要

把他送到台湾去，而终被他巧妙拒绝的故事。

上任头10天里，陈毅每天都要参加“大

会”。他是有请必到，每到必讲，讲必痛快淋

漓，生动有力，在宣传群众、促进上海的稳定

和发展方面，起到难以估量的作用。

二、加强统一战线工作，

团结爱国工商业者

上海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最为集中的地

方。新中国成立后，陈毅积极贯彻党的七届二

中和三中全会精神，努力团结民族资产阶级，

以调动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民族工商业在恢复和

发展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

线提出以后，团结民族资产阶级成员共同参加

新中国的建设，成为党的统一战线的重要内

容。陈毅认真贯彻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和

平赎买”的政策，对其私有的生产资料实行社

会主义改造，对资产阶级实行教育改造，使其

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进上海不久，陈毅就主持召开“产业界人

士座谈会”，邀请荣毅仁、胡厥文等90多位上

海最知名的产业界人士参加。陈毅说：“工商

界的朋友们！”——“朋友”二字一出，会场

气氛就松动起来了——“反动统治和帝国主义

侵略中国的历史已告结束，新的伟大建设任务

已经开始。我们的工商政策早已有言在先，就

是16个字：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发展生产、

繁荣经济。人民政府愿与产业界共同协商，帮

助你们解决困难，你们有话尽可对我们谈，我

们暂时办不到的也会说明理由。让我们共同努

力，尽早把生产恢复起来。”[2]对自己的命运

和前途充满担忧的工商界代表们，听了这番诚

恳、坦率的讲话后兴高采烈。有人说，想不到

这位身经百战、叱咤风云的陈毅将军是这样质

朴豪爽、豁达大度而又谈笑风生、亲切动人。

[1]《陈毅传》，第456－457页。

[2]《陈毅传》，第456页。

有人说，陈老总的讲话可以说是一次“开诚布

公、推心置腹”的谈心。[3]会后，拥有申新系统

9个纱厂的荣毅仁兴冲冲回到公司，对正在等候

消息的经理、厂长们宣布：“即日作好准备，

迅速复工！”42年以后，荣毅仁在回忆陈毅时

说：“这次会议使我开始了解了共产党的政策，

也开始认识了共产党人。”他评价陈毅：“是一

位普通一兵式的司令员，一位深切了解群众的领

导，一位富有人情味的共产党员。”[4]

这次座谈会后不久，荣毅仁就邀请陈毅等

市政府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人赴家宴。接到邀

请时，陈毅正在市委开会，大家就议论起来。

有几位同志主张不去，理由是怕在政治上划不

清界线，丧失无产阶级立场。陈毅意味深长地

说：“你们不怕帝国主义，不怕蒋介石国民

党，却怕几个资本家？！真是怪事！难道同他

们吃饭就会丧失立场？难道你们就不能利用吃

饭的时间向他们做工作？我带头，你们还不敢

去吗？”[5]陈毅短短几句话极具说服力，消除了

许多同志做民族资本家统战工作的顾虑。许多

民族资本家说，他们认识共产党，就是从认识

陈毅市长开始的。

陈毅十分重视动员民族资产阶级投入解放

初期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工作。当时私营纺织业因

劳资纠纷和资金缺乏而发生困难，陈毅亲自走访

刘靖基等人，并指示银行低息贷款，通过总工会

说服工人服从大局，妥善处理劳资纠纷。他还

千方百计帮助永安纱厂将搁在日本、香港的300

多万斤棉花和1万纱锭的纺机全部运到上海。

经过陈毅的工作，解放前夕跑到香港等地

的味精大王吴蕴初、火柴大王刘鸿生等人先后

回到上海，而且担任了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

有的企业家将抽调出的资金又调回大陆，发展

生产。1950年“二六”轰炸时，刘鸿生接到特

务寄给他的一封信，里面附有一粒子弹。信中

[3]蔡北华、杨延修：《终身难忘的教诲》，《上海文史资料

选辑》第68辑，第116页。

[4]荣毅仁：《陈毅市长给我信心和希望》，《上海文史资料

选辑》第68辑，第17页。

[5]许涤新：《兼资文武此全才》，《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

68辑，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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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刘鸿生，这就是你的下场！”刘鸿生当

即写信给陈毅，并附上特务的威胁函件。他在

信中写道：“陈市长，我过去跟国民党走了几

十年，他们干尽了坏事；共产党、人民政府是

太阳，我决心跟你们走！”[1]这是上海爱国企

业家的共同心声。此后，陈毅还通过访谈、家

访、会议等多种形式做企业家的工作，给他们

吃“定心丸”，调动其生产积极性。在陈毅的

领导下，上海民族工商业界克服重重困难，开

工开业，在恢复和发展生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陈毅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是全面

的，既注意调动他们参与建设新中国的积极

性，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因素；又对他们唯利

是图、损公肥私的消极方面展开批评与斗争，

在斗争中掌握党的政策。

1952年2月，在陈毅的领导下，上海同全国

其他城市一样，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五反”运

动。陈毅认为，上海的“五反”斗争，是全国

“五反”斗争成功的关键。我们对民族资产阶

级的政策并未改变，“五反”斗争只是消灭民

族资产阶级中间的那些最坏的危害国计民生的

部分，使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

的领导下，经营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事业，使国

家经济健康繁荣地发展。这是“五反”运动的

根本目的。[2]他对上海的民族工商业者在建设

上海、发展上海经济方面的作用，有着透彻而

充分的判断。在“五反”运动中，他亲自掌握

上海具有代表性的303名资本家的情况，一方面

启发和教育他们积极生产，遵循新上海的规章

制度；另一方面又帮助他们自觉参加“五反”

运动。当运动进入处理阶段时，有些干部认为

“资本家‘退赔’数字越大的，就越严重”，

处理应从重。陈毅批评了这种意见。他说：

“资本大，加工订货的数量大，从而，五毒退

赔的数字也必然大。但是，决不能因此就把大

中型资本家都划成严重违法和完全违法。划分

[1]周而复：《回忆陈毅同志》，《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68

辑，第81页。

[2]刘树发主编：《陈毅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

第635页。

五类户也要辩证地看问题，要看情节是否极其

恶劣。单纯看退赔数字去划分五类户，不利于

党的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也不利于党

的统一战线政策。”[3]陈毅的这些话，大大提

高了干部的政策水平，使上海“五反”运动沿

着正确的轨道发展，团结了大多数民族工商业

者，为以后的社会主义改造打下良好的基础。

三、巩固新生政权，稳定社会秩序

旧上海是中国乃至亚洲最大的城市，是帝

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大本营和国民党统治的中心

地区。上海解放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能不能

站稳脚跟，直接关系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能否取

得彻底胜利、新中国政权能否巩固的大问题。

正如陈毅曾尖锐指出的：“上海搞得好不好，

全中国全世界都很关心。”[4]针对旧上海遗留的

流氓帮会、盗匪恶霸和国民党散兵游勇趁新政

权刚刚建立、社会秩序尚未安定之机，疯狂进

行的各种破坏和捣乱活动，陈毅强调：“国民

党反动派残余如不投降，只有灭亡。”[5]他明确

要求解放军部队要一丝不苟地做好警备工作，

“我们的人或民主人士如被打掉了，或是发生

了抢劫，警备部队要负责任，那是警备部队的

耻辱！要真正做到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保障

民主人士的民主自由。驻沪部队要克服困难，

完成警备任务。”[6]1949年6月11日，上海成立

军警民联合办事处，以统一协调各方力量搞好

治安工作。上海警备部队和市公安局在市军管

会的统一领导和全市人民的支持配合下，集中

力量对各种反动分子发起强大攻势。

其中难度最大的是对敌特的侦破工作。上

海是国民党特务活动的主要基地之一，解放前

夕，这些特务组织都作了“多层多线”的应变

和潜伏部署。加上国民党军队溃败时，又有一

批特务、反革命分子潜伏下来，使上海的敌情

更为严重复杂。1949年11月，台湾国民党特务

[3]许涤新：《兼资文武此全才》，《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

68辑，第36页。

[4]《陈毅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第500页。

[5]《陈毅年谱》上卷，第576页。

[6]《陈毅在上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第4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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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派遣直属行动组上校组长刘全德带领2名行

动员，携带电台和经费到上海谋刺陈毅。陈毅

听取有关汇报后说：“特务要来，你不能阻止

他不来，他来了，就不能再让他跑了，一定要

全部抓获！”[1]他处之泰然，仍然经常公开露

面。11月2日，刘全德潜入上海后，上海市公安

局迅速展开围捕行动，7天内就把刘全德及其19

名同伙全部抓获。据统计，上海解放后7个月，

公安机关共破获各类特务案件417起，捕获特务

分子1499名，缴获电台109部，枪枝200支，沉

重打击了敌特机关的破坏活动。

在上海，国民党反动派军事上被我们打

败了，政治上垮了台，但他们并不甘心失败，

要在经济上继续和我们较量。正如陈毅所说：

“帝国主义与我们的斗争换了新方式了！他们

利用我们的经济困难搞我们。”[2]由陈毅亲自指

挥的解放之初的“银元之战”，解决了上海市

场长期以来无法解决的货币投机活动，为巩固

人民币在市场上的地位和建立正常的经济秩序

起了重大作用。1950年的“二六”轰炸致使上

海主要的发电企业遭到严重破坏，发电产量由

原来的15万千瓦骤降到4000千瓦，死亡与伤残

人员分别约计542人和870人、周边房屋损毁约

计1200多间、市区大面积区域无限期停电。[3]2

月7日，陈毅亲自率领市建设委员会的领导到

灾情现场进行视察，对受灾的工人及市民进行

慰问，做好死亡职工的抚恤工作。这次轰炸事

件后，很多工厂被迫停工，全市的经济一片低

迷，市场物价出现异常波动，市民也陷入恐

慌，对上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的正常

生活造成极大的影响。12日，陈毅在上海市各

界人民反轰炸、追悼死难同胞大会上说：“我

们对被难同胞表示沉痛的哀悼，我们一定要为

他们复仇。美蒋的炸弹落在被难同胞的身上，

正如落在我们身上一样。他们是为了新上海的

建设而牺牲，他们的牺牲在建设新上海的历史

[1]蒋洪斌：《陈毅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648页。

[2]《陈毅年谱》上卷，第572页。

[3]《上海人民政府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

第140页。

上，永远留在上海市民的纪念中。”他还高度

赞扬“上海人民有革命的伟大团结，是经得起

考验的”，因此，“上海人民的革命团结是最

伟大的革命动力，任何困难均可克服，当然是

美蒋的轰炸吓不倒的”。[4]

面对国民党军的空袭破坏，在陈毅的领导

下，上海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有效应对，党政军

和各界人士团结一致，努力做好救护、灭火和

修复工作，表现了上海人民的英勇气概。

四、安定市民生活，发展市政建设

进上海后，陈毅始终遵照党中央的战略部

署，把全部精力放在迅速建立新秩序、安定市

民生活和恢复生产、发展经济上。在制定具体

政策、采取具体措施时，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

“一定要记住一切为人民着想，为人民服务，

使人民真正认识到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

是为人民谋福利的”。[5]

1949年7月24日深夜，上海突遭30年一遇的

12级台风袭击，造成全市停电。市区道路积水

深达1米多，公共交通被迫停驶，3000多幢房屋

受损，100万公斤库存粮食被淹。

7月25日上午，陈毅涉水前往外滩军管会

上班。他一进办公室就召开紧急会议，研究抗

台救灾工作，决定抢修浦东高桥海塘。与此同

时，市政府还决定在位于延安路西藏路口的大

世界游乐场设立难民收容所，并通令全市学

校、影剧院和会馆等场所为难民开放，进行施

粥和医疗服务，全力做好救济工作。26日，陈

毅再次主持召开市政府紧急会议，继续讨论救

灾措施，并主动作了反思：“我们的气象预报

制度未认真建立起来，没有及时掌握台风动

向，造成如此重大的损失，主要是领导上的责

任。我自己也疏忽，竺可桢先生曾几次向我

说，大风快来，要注意。还说，气象台拨交文

管会，但接管后，因无专业知识，没有管起

来。想起老先生的话有道理，说明自己不懂，

又不听人家的，教训很大。上海这样大，光靠

[4]《陈毅在上海》，第92—93页。

[5]《陈毅在上海》，第229页。



53

党史人物研究

我们管不行，要大家管。”[1]

由于灾情十分严重，上海市政府在财政非

常困难的情况下，依然拨出20万元人民币，并

紧急调拨大量人力物力进行救援。市工务局制

定紧急预案，组织近十万难民以工代赈，开展

对在台风灾害中决口的海塘工程的紧急抢修。

陈毅先后两次亲临高桥海塘抢修现场视察指导

工作，听取水利专家意见，勉励群众攻克难题。

针对这次台风灾情处置，陈毅坦诚地说：

“管理大城市，我们确实没有经验，要对革命

对人民负责，还要学科学知识。”后来，他追

查为什么事先没有气象预报时，才发现上海一

个公用事业单位曾经报告过：太平洋发现台

风，可能在上海登陆。因为没有管理城市的经

验，市军管会的负责人在这份报告上批了“保

密”两个字就保存起来了。事情查清楚以后，

陈毅在总结会议上，拿着这份报告，语重心长

地对大家说：“空袭，不光是美蒋的飞机，还

有老天爷的台风暴雨哩！飞机只能屙几个蛋，

台风暴雨不但顶上来，还从地上翻江倒海一起

来，比美蒋的飞机还厉害。要是我们早知道，

采取预防措施，就会减少损失。”[2]

此后，陈毅特别重视市政建设，提出“为

生产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方针，强调生

产建设和生活设施两者必须兼顾。在市政府统

一领导下，上海修整了市内交通干道和郊区道

路桥梁；疏浚了黄浦江、苏州河航道；疏通了

大部分沟渠，改善了市区积水状况。此外，为

了改善劳动人民的生活，上海解放不久，就着

手规划和建设大批工人住宅区。第一个工人住

宅区曹杨新村于1952年竣工，1002户工人住进

了新居。第二批规模为2万户，分布在沪东、沪

南、沪西工厂区附近的9处住宅工程也在1952年

8月全面开工。与此同时，上海还改造了居住条

件极为恶劣的“药水弄”等180处棚户区。为

了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条件，市政府对城市绿

化和体育场馆、影剧院等的兴建也极为重视。

先后整理新辟了龙华、复兴岛等10座公园，昔

[1]《陈毅年谱》上卷，第577页。

[2]《陈毅在上海》，第230页。

日的“跑马厅”改建为人民广场和人民公园，

“跑狗场”改建为文化广场，成为劳动人民集

会和休憩的场所。1952年底，全市的公用电话

由解放前的207只增加到1155只。路灯新增4501

盏。[3]上海解放初期在陈毅领导下的市政建设，

特别是广大劳动人民生活设施的改善，为推动

生产恢复和国民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

1954年9月，陈毅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

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但直到1958

年10月，他一直兼任上海市市长，为上海的社

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呕心沥血。几十年过去

了，上海人民仍然怀念着陈毅市长，缅怀他对

上海的接管和经济社会建设所作出的杰出贡

献。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推进新上海的

建设，以自己的实践，阐述了“城市建设为了

谁”是新上海建设的价值取向，“城市建设依

靠谁”是新上海建设的根本动力；人民中心论

是贯穿“人民城市”重要理念最根本的方法

论，进一步明确了新上海的发展是为了人民、

新上海的治理要依靠人民、新上海建设的成果

属于人民的发展旨归，为推进新上海建设提供

了价值导向与方法指引。当前，上海已经成为

我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和长三角地区合作交

流的龙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是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一

流城市要有一流治理，要注重在科学化、精细

化、智能化上下功夫。既要善于运用现代科技

手段实现智能化，又要通过绣花般的细心、耐

心、巧心提高精细化水平，绣出城市的品质品

牌。上海要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

定改革开放再出发的信心和决心，走出一条具

有中国特色的超大城市管理之路，不断提高城

市管理水平，加快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

力，为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

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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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社会主义建设五十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4—11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