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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在民校的群众动员经验初探

——以解放战争时期沪西民校为例

彭冠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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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校具有教育功能，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开展群众动员工作的重要阵地。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上

海地下组织以上海市立实验民众学校为中心，在沪西民校及周边地区开展以传播先进思想、为民

兴利除害、团结积极分子及建立党的基层组织等为主要内容的群众动员工作，使沪西民校在解放

战争的第二条战线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为解放上海、推翻国民党统治作出了突出贡献。本文主要探

讨、总结中共在沪西民校开展群众动员的特点和经验，以期为当下党的群众动员工作提供镜鉴。

中国共产党；群众动员；沪西民校；解放战争时期

民校，泛指民众学校、民众夜校，是平

民百姓受教育之地。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即

在上海创办工人学校和平民学校，为开展城市

工人运动奠定了群众基础。解放战争时期，中

共以上海市立实验民众学校为中心，发展了一

批民校作为群众动员的重要基地，使民校在解

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共

地下组织在民校如何通过宣传教育来激发城市

贫民的革命意识，如何让城市民众对党产生信

任，怎样建立党的基层组织使之成为战斗堡

垒，这一系列工作的实践经验，对当下党的群

众动员工作具有启迪作用。

上海民校的中心——市立实验民众学校

设立在沪西地区。中国共产党在接管上海民校

时认为，沪西民校在办学方面较上海其他地区

规范、认真，尤其是市立实验民众学校是其他

民校的指挥所，与中共地下组织联系密切。因

此，沪西民校在上海民校中具有特殊地位与突

出表现。[1]当前学界对于沪西民校的研究主要集

中于建党初期及五卅运动时期，研究对象多为

沪西小沙渡工人半日学校、平民女校等中共建

党初期创办的平民学校，少有学者关注沪西民

校中党的群众动员工作，因此，中共地下组织

在沪西民校动员民众的详细历史尚未得到有效

挖掘。本文以沪西民校为研究中心，以上海市

档案馆馆藏史料为基础，探究上海解放前中共

地下组织通过沪西民校对群众开展教育启蒙、

组织动员的方式方法，总结中国共产党在上海

对城市贫民开展动员工作的宝贵经验，以期丰

富百年党史中党的群众动员工作的历史经验。

一、民校是中国共产党

开展群众动员工作的重要阵地

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政

[1]《关于了解上海市西区民校的初步总结》（1949年），上

海档案馆藏，档案号B105-5-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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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始终重视在城市工人和其他阶层民众中开

展宣传和动员工作。党的一大召开前，中国共

产党上海早期组织便在沪西小沙渡创办工人半

日学校，作为传播先进理论的窗口。党的一大

后还创办了平民女校，提升妇女群众思想觉悟

和文化水平。[1]中国共产党北京早期组织也在长

辛店通过开办劳动补习学校组织工人工作。[2]这

些平民学校成为中共领导工人运动的摇篮，也

证明民校是启迪民智、提高民众文化素养与政

治觉悟的有效方式。

城市贫民大多来自农村，身上蕴涵反抗与

斗争因子。沪西一带是上海贫民的大本营，贫

民区（也称棚户区）居民多没有固定职业，有

些是因战乱、灾荒逃来上海的穷苦劳动人民，

有些是本市的贫苦工人、店员、失业劳动者，

大部分是文盲或半文盲。他们居住条件极为恶

劣，周边的地痞流氓与国民党反动派还经常对

他们实施暴力或敲诈勒索。[3]尽管文化水平低、

思想较为落后，但经过中共地下组织的启发与

动员，沪西贫民潜在的求生存、求变革的革命

需求一经点燃，便转化为强大的推翻国民党腐

朽统治的现实力量。

抗日战争胜利后，民众对文化教育的需求

与日俱增，民众学校逐步恢复。1945年8月，中

共中央下达指示，要求各局、各区党委在国民

党占领的大城市中积蓄力量，派遣干部前往国

民党的学校中建立工作，合法团结群众，为将

来的民主运动开展做好准备。[4]中共上海市委

也要求通过民校这一主要形式打入教育界、拓

展革命阵地。与此同时，为装点门面、便于欺

骗群众，国民政府在上海市教育局内设社会教育

处，并聘请具有进步思想的无党派教育家俞庆棠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社会教育司司长）任处长。

[1]沈雁冰：《回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一大”前后》

（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47页。

[2]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人民出版社，1953年，

第15页。

[3]《上海沪西棚户区情况简介》，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

集委员会主编：《上海市沪西地区城市贫民革命斗争史资料》

（内部资料），1988年，第7页。

[4]中共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五册，中

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56页。

俞庆棠就任后，在工厂林立、棚户密集的

沪西地区胶州路601号建立了上海市立实验民众

学校（简称实验民校），并兼任校长。1945年

10月8日，实验民校开学。实验民校分年龄、

分时段为周边贫民、工人、劳动人民及其子女

设置授课班级，如：2—5岁的工人子女可在

“托儿所”接受全天教育，上午是6—12岁工人

子女组成的“儿童教育组”的学习时间，下午

1:30—4:30为已婚妇女及12—16岁男女少年所

在的“妇女、少年教育组”授课，不识字的市

民可参加下午4:30—6:30的“扫盲班”，晚间

是16岁以上者参与的“成人教育组及补习教育

组”受教育时间。[5]实验民校的教学时间安排使

其容纳了普通民校4倍以上的学生，为实验民校

与社会各年龄段群众保持密切联系提供了得天

独厚的条件。

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对俞庆棠的统战工作

成为党打开民校工作的突破口。争取到俞庆棠

的支持后，中共地下组织派遣党员积极协助俞

庆棠参与实验民校及其他民校的创办工作。由

于俞庆棠兼任社会教育处处长及实验民校校长

双重职务，实验民校自然合法地成为全市民校

的中心与指挥部，以及沪西地区的革命堡垒。

实验民校对全市民校起业务辅导与监督责任，

教学内容与方法可以推广至全市民校。因此，

各类传播进步思想的政治宣传由实验民校发布

后，全市各民校也会同步发布，宣传效果增加

了数十倍。

建校之初，实验民校乃至沪西地区并无

党组织，中共上海地下组织除了在实验民校内

派遣党员开展工作，还通过俞庆棠在申新纺织

公司从事管理岗位的关系，安排党员进入周边

工厂筹建厂校[6]，进一步扩大并巩固了党与沪

西工人及劳动群众间的密切联系，建立起沪西

的民校网络。党的形象通过沪西民校的发展，

就此扎根于沪西工人和劳动群众心中。根据上

[5]茅仲英、唐孝纯编：《俞庆棠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

版社，1992年，第380页。

[6]《回忆实验民校地下党斗争片段》，《上海市沪西地区城

市贫民革命斗争史资料》（内部资料），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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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解放后的接管档案显示，从1945年抗战胜利

到1946年初，全市民校数量从10余所发展到48

所，中国共产党在校内担任主任或主要工作的

达20余所[1]，解放前夕全市市立民校总计达176

所。[2]中国共产党参与创建的民校，在集聚群众

力量打击恶势力、为上海解放搜集情报、建立

党的基层组织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在沪西民校中

开展群众动员工作的做法

（一）依托民众学校，传播先进思想。想

要充分动员文化水平较低、思想观念守旧的沪

西贫民，提高文化素养是前提。中共上海地下

组织以实验民校为基础办学，在1947年下半年

以后逐步创办棚户区民校，由点及面，进一步

扩大了党对贫民的影响，有效提高了沪西贫民

的文化水平。

第一，切合实际形势，灵活设置教学内

容。民校教学内容适应学生需要，蕴含大量

进步革命思想，选编“活的教材”，如“干干

干，努力干，自己的事自己干，大家的事大家

干，国家大事全国人民来干，世界大事要各国

人民来干”。[3]高年级的语文课本中包含鲁迅、

茅盾、高尔基等进步作家的作品，有的民校还

选印《解放日报》上的文章作为教材，[4]既引导

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还激发学生反

剥削、反压迫、求解放的革命意识与使命感。

民校教师不拘泥于书本，结合实际问题和

政治形势开展教学，在对群众文化水平分级的

基础上因材施教。以沪西公社业余夜校为例，

除了初、中、高三个等级的教学班，后期还增

加识字班。初级班在识字教学中融合思想启蒙

教育，如讲解“口”字时，从“口”要吃饭、

[1]《上海市教育局关于解放前上海工人夜校的情况报告》

（1963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05-8-172-28。

[2]《上海市教育局关于解放前上海工人夜校的情况报告》

（1963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05-8-172-72。

[3]李家齐主编，《上海工运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工运

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第315页。

[4]《关于了解上海市西区民校的初步总结》（1949年），上

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05-5-131-1。

说话，讲到要争取民主，从而唤醒群众的民主

政治意识；高级班的教学更具理论性，比如从

“手”字出发，讲解劳动价值论，解释资本家

如何通过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而发财致富，由

浅入深，将群众生活与革命理论紧密结合。[5]党

员教师还利用课前时间宣讲学生关心的时事、

阅读进步报刊，分析物价高涨、工人罢工等社

会热点事件，学生们“听得懂、能理解、很爱

听”[6]，激发了他们对共产党的认同及对国民党

的仇恨，提高了政治觉悟。

第二，贴近群众生活，政治启蒙形式活泼

多样。沪西民校在课余时间通过歌舞、聊天、

读书会、座谈会、实践运动等多种形式，吸引

团结了大量学生。党员教师常在课后带领学生

学习聂耳、冼星海的歌曲，以及其他揭露反动

统治、反映解放区状况的歌曲和舞蹈。辛苦劳

作后的群众调节了身心，也通过歌舞接受先进

思想的熏陶。在下课回家路上、三轮车换班点

等不同场合，地下党员抓住时机与学生和周边

群众聊天，潜移默化中启发教育自己的联系对

象，激发积极分子为实现解放而斗争的勇气。

以实验民校为例，两三年内便有百余位同学秘

密入党。[7]

中共地下组织还经常组织进步青年参加

座谈会、读书会，在聊天中边提问边讨论。不

仅讨论“物价为何飞涨”“我们的生活为何这

样痛苦”等群众生活问题，也包括“王孝和被

杀害”“《文汇报》停刊”等政治事件，还有

“工人的前途在哪”“怎样团结起来斗争”等

革命实践问题。[8]读书会阅读的书籍包括《大

众哲学》《甲申三百年祭》《新民主主义论》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涉猎哲学、历史、

文学等多个领域。[9]小范围的深入交流使不少参

[5]《沪西公社业余夜校初创时期》，《上海市沪西地区城市

贫民革命斗争史资料》（内部资料），第77页。

[6]上海历史研究所教师运动组编：《上海教师运动回忆

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25页。

[7]《实验民校与棚户区》，《上海市沪西地区城市贫民革命

斗争史资料》（内部资料），第34页。

[8]同上，第33页。

[9]《沪西公社业余夜校初创时期》，《上海市沪西地区城市

贫民革命斗争史资料》（内部资料），第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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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学生积极联系自身及周围实际情况，提高了

思想觉悟。

理论学习之余，民校党员教师动员学生

参与现实斗争。号召学生以所在工厂工人的

名义走向社会，参加爱国民主集会和群众性

政治运动，如声援申新九厂工人大罢工、

“六·二三”反内战大游行、三八妇女节义卖

募捐等活动，使学生在实际斗争中接受教育。[1]

第三，深入棚户群众，培养教学队伍。

“小先生”制是解放前夕中共多向度开展群众

工作的有效制度，“小先生”也是党在沪西贫

民区教学队伍中的重要力量。为扩大民校教学

阵地，实验民校自1946年夏起派遣师生深入附

近棚户区开展识字教育并筹备创建棚户民校，

在中学补习班中选取进步学生组成“小先生”

队伍，以党员为骨干，承担一定教学任务及党

员发展工作。后因棚户区民校教室不敷使用，

“小先生”还深入居民家中办识字班，进行教

育普及。

“小先生”并非民校的专有制度，而是共

产党参与创办的棚户区福利站补充师资队伍的

方式。中共在贫民区创办民校的同时还在中国

福利基金会等组织的帮助下建立了福利站，为

周边贫民提供免费的教育和救济。“小先生”

作为福利站的小老师和党的重点培养对象，常

在福利站辅导少年儿童阅读书籍，为周边贫困

儿童、棚户青年教唱进步歌曲，还在棚户区协

助老师举办贫困儿童读书晚班和里弄识字班。

经过一定的培训锻炼，不少“小先生”可独立

上课，有的还受到了宋庆龄等知名人士的赞扬

与好评。[2]

总的来看，在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的领导

下，沪西民校的教学富有针对性与启发性，

贴近学生日常生活，既不过于艰深也不过于空

泛，使学生收获大、提高快，促进了贫民对中

共的正确认识，有效提升了贫民文化知识水平

[1]上海市立实验民众学校校友会理事会编：《上海市实验民

众学校建校五十周年纪念册1945-1995》，1996年，第11页。

[2]《活跃在棚户区的少年服务队》，《上海市沪西地区城市

贫民革命斗争史资料》（内部资料），第100—101页。

与思想觉悟，特别是培养锻炼了一批积极分子队

伍，为后续工作的开展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二）向棚户区进军，为民兴利除害。中

共地下组织要获得当地贫民的信任和拥护，提

供文化教育还远远不够。对于沪西群众来说，

维护生命和财产安全更为重要。党员从民众的

实际需要出发，联合其他力量实行了一系列惠

民措施帮助贫民改善生活和居住环境，使沪西

贫民认识到民校师生是维护他们利益的群体，

逐步向党组织靠拢。

第一，改善贫民区恶劣的生活环境。1947

年春夏间，实验民校党支部安排党员教师胡宏

达及一支“小先生”队伍前去创办棚户民校。

民校以教师学生为主力，发动当地群众共同疏

通了余姚路棚户区发臭淤塞已久的污水沟；为

了解决棚户区没有路灯、晚上行路不便的困

难，民校师生拉出了校内使用的电线，为棚户

区马路及居民家中装上电灯，并建立了用电管

理委员会。

第二，满足贫民基本物质生活需求。中共

地下组织以实验民校的名义，与上海市儿童福

利促进会在棚户区合办了江宁区第一儿童福利

站，并设立幼儿园，救助贫民奶粉、淡奶、布

匹、花生米、食品罐头、旧衣服、医疗用品和

缝纫机等物资。为充分利用物资，中共地下组

织发动当地青年妇女成立裁缝组，学习裁剪、

缝制衣服，既可为群众提供衣物，又帮助妇女

掌握了一项日后谋生的手段。在基督教青年会

的帮助下，民校党组织还成立了诊疗站，为居

民诊治一般病痛、注射防疫针。[3]一系列切实为

民服务的工作，使棚户民校在当地建立了广泛

且牢固的群众基础。

第三，在斗争工作中团结凝聚群众。中国

共产党通过救火、救灾、反恶霸等斗争工作树

立了自身威信。

一是救火。棚户区因缺乏水源及必要消

防设备而屡遭火灾。1947年9月，一名居民家

中失火，民校师生不顾个人安危纷纷加入救火

[3]《回忆在余姚路棚户区工作的一段往事》，《上海市沪西

地区城市贫民革命斗争史资料》（内部资料），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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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列，民校医务人员也及时赶到现场为伤者治

疗，最终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扑灭大火。此

后，民校党组织便动员群众集资购买消防器

材，动员贫民成立义务消防队，为党组织了一

批群众骨干，为日后建立党组织奠定了基础。[1]

二是救灾。1948年金家巷发生一场大火，

200余户人家、1000余名贫民被迫流离失所、露

宿街头。中共地下组织迅速发动周边工厂、民

校开展救灾活动，提出了“穷帮穷”的口号，

发起“一碗米”“一件衣”运动，动员群众为

灾民捐助，并将募捐得来的物资和从儿童福利

站调来的衣物、食品挨家挨户送到灾民手中。

党组织一边号召灾民向火灾肇事方要求赔偿损

失，一边组织群众手持简易武器和国民党反动

派直接斗争，带领上百名灾民带着“求生存，

不许收回地皮”“要求赔偿”的标语牌上街游

行，以争取社会同情与支持。最终在斗争近1个

月后取得胜利。[2]

三是反恶霸。面对号称“沪西半边天”

的流氓恶霸柏文龙，中共地下组织一边聚集群

众的力量，一边对上海的上层人士及帮会人物

做了大量工作，如通过儿童福利站促进会董事

长联系国民政府上海市长吴国桢，让他联系警

察局；通过青帮大亨杜月笙妻弟关系找到柏文

龙的师父顾竹轩，让他对柏文龙加以管教。在

调查访问的基础上，还组织了一批受害群众向

市政府和警察局告状，并通过报纸揭露柏的罪

行，制造舆论压力。为安定人心，警察局不得

不将柏文龙送往游民习艺所管教，震慑了当地

其他流氓。最终法院判处柏文龙2年徒刑，反恶

霸斗争取得胜利。[3]

各项关心贫民疾苦的实际行动，让沪西群

众逐渐把民校师生看作自己利益的维护者，党

组织取得了沪西贫民区群众的信任，群众在斗

[1]《解放前沪西地区城市贫民工作概况》，《上海市沪西地

区城市贫民革命斗争史资料》（内部资料），第17页。

[2]《上海市沪西地区城市贫民革命斗争》，中共上海市委党

史研究室编：《解放战争时期第二条战线工人运动和市民斗争

卷》（上），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第494页。

[3]《回忆在余姚路棚户区工作的一段往事——记与流氓恶霸

柏文龙的斗争》，《上海市沪西地区城市贫民革命斗争史资

料》（内部资料），第40—43页。

争实践中认识到团结的力量与重要性。

（三）发展党员和基层党组织，不断扩

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力。通过教育与惠民工作

的开展，中国共产党在沪西贫民中的影响力大

大增强，以实验民校为阵地陆续建立了十几个

党的基层组织，把党的影响辐射到整个沪西地

区。

第一，发展实验民校师生党员，采取隐蔽

措施。实验民校建校初，为建立并巩固民校阵

地、防止国民党反动派控制民校，民校党组织

根据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的要求，迅速改变民校

教师中敌我力量的比例，发展教师党员。[4]在

胡耐秋等党员的努力下，许多共产党员及进步

群众相继进入实验民校及全市其他民校任教。

这些党员教师不仅在民校教师群体中处处起到

榜样作用，还与进步教师广交朋友，一起参加

生日会、看电影等娱乐活动。在取得进步教师

的信任后，党员教师便介绍进步教师阅读进步

书籍、参加募捐义卖等群众性民主运动，讨论

社会政治斗争与工厂罢工形势，提高他们的觉

悟。实验民校发展了一批教师党员，还将大多

数中间群众团结起来。[5]

同时，民校党组织通过学生自治会等合法

组织及秘密组织兄弟姐妹团，实行学生的民主

管理[6]，既促进了学生骨干提高觉悟和办事能

力，也拉近了党员与学生关系，以便开展宣传

动员工作。民校后期向棚户区发展后，“小先

生”队伍中的党员对外开展教学工作的同时，

团结和动员进步的“小先生”，发展他们加入

中共地下组织，培养更多学生党员。实验民校

1946年夏派出近50名“小先生”，他们中的绝

大多数成为中共党员，他们的学生或加入党组

织，或参加工人协会、人民保安队等党的外围

组织。[7]

[4]《回忆实验民校地下党斗争片段》，《上海市沪西地区城

市贫民革命斗争史资料》（内部资料），第29页。

[5]金立人主编，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上海教师

运动史1919—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423页。

[6]《关于了解上海市西区民校的初步总结》（1949年），上

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05-5-131-1。

[7]《实验民校与棚户区》，《上海市沪西地区城市贫民革命

斗争史资料》（内部资料），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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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2月起，实验民校教师党支部和学

生党支部在上海教育界运动委员会、工人运动

委员会、学生运动委员会的指导下先后成立，

并在1946年8月成立沪西民校党总支。[1]实验民

校中的教师、学生两个支部分别由教委和工委

领导，断绝组织上的横向联系，防止组织遭到

敌人破坏后牵连其他组织。[2]

第二，发展棚户民校党组织及沪西地区党

组织。1946年下半年起，国民政府开始采取种

种措施限制实验民校活动、镇压群众运动。为

扩大党与群众的密切联系，民校党组织加速开

辟地区工作。一方面大力培养学生骨干，在沪

西地区扩招学生，扩大党的影响力，另一方面

相继成立余姚路、金家巷等沪西棚户区民校，

将党的阵地向附近工厂和贫民区延伸。

1947年初，原有的沪西民校党总支扩大为

中共上海市教委劳工教育沪西区委员会，依托

民校在附近工厂和劳动人民居住区发展党员、

成立党组织。1947年秋，沪西最早的地区性党

支部——余姚路棚户民校教师党支部成立，突

破了此前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根据产业和职业系

统建立党的组织体系的模式。随后又成立了余

姚路棚户民校学生党支部、余姚路福利站党支

部、中国福利基金会第一儿童福利站党支部、

金家巷棚户区党支部，及统益纱厂、申新二厂

和申新五厂等厂校联合党支部，党的力量不断

发展壮大。[3]

1949年2月，中共上海市委根据中共中央上

海局指示，为适应上海解放的新形势，实行按

地区建立区委的组织形式，先后建立9个党的地

区委员会，中共沪西区委应运而生，统一领导

地区工人、学生、教师和地区贫民工作，下设

学生分区委、贫民分区委（地区分区委）等共9

[1]《中共上海沪西地区城市贫民地下工作组织史资料》，

《上海市沪西地区城市贫民革命斗争史资料》（内部资料），

第10—14页。

[2]《实验民校与棚户区》，《上海市沪西地区城市贫民革命

斗争史资料》（内部资料），第33页。

[3]《中共上海沪西地区城市贫民地下工作组织史资料》，

《上海市沪西地区城市贫民革命斗争史资料》（内部资料），

第10—14页。

个分区委。[4]其中贫民分区委（地区分区委）主

要负责城市贫民工作，在药水弄、小辛庄、大

自鸣钟、梅芳里、英华里、时应里等贫民区又

成立了8个党组织。沪西党的基层组织网络由此

建立起来。

第三，成立贫民团等组织，扩大党的后备

力量。1949年初沪西区委成立后，为适应迅猛

发展的革命形势，党组织自3月初起在城市贫民

中建立起一个秘密的革命组织“贫民团”。贫

民团未设立独立的组织系统，上无团长，下无

组长，由所在的党组织统一领导，党员负责单

线联系。第一批团员发展程序非常严格，被发

展对象要经过多次谈话考察后，才能办理入团

手续。整个程序与入党流程相似，尽可能使得

贫民团在秘密环境下不易遭受破坏。后两批团

员发展流程简化。2个月内，贫民团发展了700

多名团员，各单位的积极分子都被吸收入团，

部分团员后被发展入党。[5]在迎接上海解放的黎

明前夜，贫民团为解放军提前绘制了内容详尽

的地区地图，还准备了棍棒、绳子等武器等待

配合解放军。还有由党员、贫民团员、积极分

子组成的消防队、纠察队、救护队等合法公开

的群众组织也起到关键作用，不仅保障了中共

地下组织在棚户区的工作推进，在配合解放军

解放和接管上海中也做了大量工作。

自1945年成立至上海解放近4年里，实验民

校教师、学生两个支部直接培养发展了地下党

员100余人，还把工作深入到工厂、商店和贫民

区。许多工人学生在民校中成为共产党员后，

又回到工厂中团结工人群众、动员工人去民校

读书，培养党的积极分子，不断扩大党的影

响，使沪西42个单位有了党的力量，13个有党

组织的单位发展了70多名党员和外围组织的工

人协会会员。上海解放前夕，中共地下组织还

和有关工厂配合，组织了人民保安队、人民宣

传队和贫民团近2000人，参与了护厂斗争和许

[4]江怡、邵有民主编：《中共上海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

出版社，2001年，第105页。

[5]《解放前沪西地区城市贫民工作概况》，《上海市沪西地

区城市贫民革命斗争史资料》（内部资料），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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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护社会秩序的活动，在解放沪西地区过程

中发挥重要作用。[1]

三、中共上海地下组织

动员城市民众的经验

（一）依靠群众、维护群众的切身利益是

动员的根本。毛泽东在1934年全国工农兵大会

上的讲话中强调“关心群众生活”“真心实意

地为群众谋利益的重要性”[2]，只有满足了群众

的物质、精神需要，群众才能认识到党与人民

呼吸相通，响应党的政治动员。早期贫民动员

之所以效果不理想，一大原因是生存境况堪忧

的沪西贫民首先更为关注基础物质生活条件的

保证与改善。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上海地下组织通过

服务群众赢得了尊重与信任，例如：通过改善

沪西棚户区卫生与用水条件、提供基本生活物

资、打击周边流氓恶霸等方式，改变了沪西贫

民“吃水水不清、点灯灯不明、走路路不平、

出门不太平”[3]的生存环境；通过办识字班、

福利站、诊疗所等工作，切实满足群众的生活

需求；在救火、救灾等重大事件发生时起到先

锋与领导作用，为了群众利益奋不顾身，与沪

西贫民血脉相连。相比之下，国民党只顾打内

战，置人民生死于不顾，勾结流氓、侵犯群众

利益的行径则激起了群众的痛恨与仇视。人民

群众逐渐理解并认同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与任

务，认识到共产党是维护他们自身利益的，因

此甘愿跟随党的领导、听从党的号召与指挥。

与此同时，各项群众工作的顺利开展离不

开群众的支持与协助：棚户区污水沟的疏通，

打败流氓头子柏文龙，反对国民党政府趁火打

劫拆迁金家巷，在“穷帮穷”的口号引导下相

互帮助，建立群众组织协助解放军解放上海。

[1]《实验民校与棚户区》，《上海市沪西地区城市贫民革命

斗争史资料》（内部资料），第32页。

[2]《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6—

141页。

[3]《战斗在拂晓前——解放前夕药水弄地下党的活动情

况》，政协上海市普陀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上海市普

陀区文史资料第2辑》，1991年，第27页。

这些成就的取得，建立在依靠人民群众力量的

基础上。上海解放后的一份接管报告中也将

“要与群众结合，才能有发展前途”[4]作为沪西

民校发展的重要经验。

由此可见，一个政党只有将群众利益放在

首位、将动员工作与群众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

时，才能真正得到群众的拥护；而人民群众是

历史的创造者，只有充分凝聚、组织、动员起

广大人民群众，才能有效解决问题、取得各项

成就。

（二）统一战线与群众路线相结合是动

员的有效方式。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凝聚人

心、汇聚力量的重要法宝。贫民区的革命工作

既是中国共产党在群众路线的思想指导下完成

的，也是在统一战线方针指导下团结各方力量

推进的。

首先是做好党派爱国民主人士俞庆棠的统

战工作。在做俞庆棠工作时，党组织对她的态

度一是尊重、信任，二是支持她办学，三是帮

助她了解中国共产党。[5]考虑到俞庆棠信任其亲

属的个人习惯特点，党组织便派遣党员胡耐秋

（俞庆棠学生）、唐孝纯（俞庆棠之女，交通

大学校长唐文治孙女）等人进入沪西民校做俞

庆棠的统战工作。在党组织努力下，俞庆棠充

分发挥其威望与社会影响，使党在实验民校的

工作获得了合法外衣的掩护。

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积极争取不同

阶级、社会团体对实验民校的支持。实验民

校因积极推广民众教育而广受社会各界好评，

吸引了国内外关心社会福利教育事业人士的关

注。1946年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偕夫人来华，

在中共授意下，俞庆棠利用她同宋美龄相识的

条件，主动争取宋美龄与马歇尔夫人前去实验

民校参观。[6]1948年夏，民校中的党组织与宋

庆龄创办的中国福利基金会第一儿童福利站建

[4]《关于了解上海市西区民校的初步总结》（1949年），上

海档案局藏，档案号B105-5-131-1。

[5]上海市立实验民众学校校友会理事会编：《上海市实验民

众学校建校五十周年纪念册1945—1995》，1996年，第1页。

[6]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静安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组：

《上海市静安区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1986年，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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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联系，并调取物资以进一步打开党的地区工

作发展。这些活动不仅加强了实验民校的合法

地位，也更加有效地掩护、推进了党的群众工

作。

此外，中国共产党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个

人或组织建立统一战线。在与流氓柏文龙的斗

争中，除了坚定地依靠群众，中国共产党多方

面开展统战工作，利用流氓中的派系矛盾，用

各种巧妙的方式动员柏文龙的师父、帮派分子

顾竹轩，并团结与柏文龙平时有矛盾的保、甲

长和其他流氓分子组成“反霸统一战线”，集

中力量打击恶霸柏文龙。“反柏文龙斗争”的

胜利，既显示了群众路线的胜利，也彰显了统

一战线的威力，深刻阐释了统一战线工作应与

群众工作相辅相成的道理。

（三）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与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是群众动员的关键。解

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沪西地区的革命斗争

中，除了实验民校的师生党支部，各个棚户区

民校的基层党组织也充分发挥了其战斗堡垒作

用。这些组织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将党的方

针政策落到实处，循序渐进地开展群众动员工

作，逐步成为党的坚强、有力且可靠的战斗队

伍，不但使群众运动在党的领导下更加有组

织、有纪律，还进一步扩大、提升了党在沪西

贫民中的公信力。

沪西民校的革命斗争中还涌现出一批信

仰坚定、以人民利益为先、不怕牺牲、敢于担

当的共产党员，他们不仅在日常的教学工作中

是先进典型，在关键时刻、危难关头也敢于冲

锋在前，鼓舞更多党员、对群众切实起到感召

作用。例如余姚路棚户民校教师支部骨干胡宏

达，在居民家中失火、火势迅速蔓延之时，身

着白色西装毅然跳进臭水沟挖淤泥救火。全心

全意为人民的行动使当地群众感受到民校师生

对劳苦大众的真切关心，对共产党员产生了朴

素的感激之情和依赖心理。

因此，尽管处于水深火热的生存状态，沪

西贫民的政治觉悟在基层党组织与先进党员的

引导下不断提升，他们团结起来、一致对外，

不仅能和地痞流氓、兵匪恶霸斗，甚至敢于同

国民政府直接斗争，为迎接上海解放作出了积

极贡献。

中共地下组织长期在棚户区进行群众动

员工作，探索出了“提高文化素养与改善物质

生活并举——宣传思想理论——发展党员和基

层党组织”的民校群众动员模式，即：为提升

群众对共产党的心理认同，首先将提高群众文

化素养作为群众动员的基础，同时注意把解决

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作为群众动员的关键

点；在此基础上开展文化教育与理论宣传，有

效促进广大群众对党的思想理论的理解；筑牢

思想根基后，发展民校、贫民区中的积极分子

为党员，有效扩大基层党组织力量。尽管中共

上海地下组织在沪西民校的群众动员只是百年

来党的群众动员史中一朵微小的浪花，但这一

段生动鲜活的历史却彰显了只有中国共产党可

以领导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真理，而

人民群众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根基、血脉和力

量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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