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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 纪 20 年
代，上海法租界环
龙 路 （今 南 昌 路）
和霞飞路 （今淮海
中路） 之间，有一
片石库门建筑叫做
渔阳里；此处有一
条 南 北 贯 通 的 弄
堂，靠近环龙路的
一 段 是 老 渔 阳 里 ，
靠近霞飞路的一段
是新渔阳里，因许
多中国共产主义先
驱常匆匆穿行，所
以它被誉为“共产
主义小道”。当年，
在其中两幢石库门
房屋里所发生的一
切，犹如迅雷划破
黑暗夜空，唤醒了
沉睡中的人们。

“开天辟地”光辉历程的起点
——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纪事

朱少伟

新渔阳里6号旧影

20世纪50年代初，南昌路100
弄 2 号的建筑曾修复，对内部开
放；1959年5月，以《新青年》编
辑部旧址名称被公布为上海市文物
保护单位。后来，此处虽是几户居
民住宅，但在底层厢房东墙一直保
留着昔日镶嵌的淡灰色石碑，上面
镌刻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
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中央工作部，领
导当时党的日常工作。一九二一
——二三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工作
部 在 这 里 成 立 ……” 2018 年 10
月，这里完成房屋征收和居民搬
迁；开始规划全面修缮和展陈设
计。如今，这里已设置“中国共产
党发起组成立地（《新青年》编辑
部）旧址”文物保护标志牌，向公
众开放。

1959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
年团中央机关旧址被公布为上海市
文物保护单位；1961年3月，又被
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89年5月，旧址修复开放；2004
年4月，扩建为纪念馆，弄内1-6
号均纳入其范围。2019年4月，中
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纪
念馆经8个多月的整体改造，分为
6个展区，拓展许多功能；对石库
门建筑的尖顶、室内立柱等，都进
行了还原。另外，还新辟了渔阳里
纪念广场，建起总长58米、高3.4
米的中国青年运动史大型浮雕墙。

在新渔阳里的弄口，上方“渔
阳里”字样一直清晰可见；老渔阳
里的弄口，曾找不到“渔阳里”字
样，近期整修时拆掉长期遮着的一
块店招，灰浆墙面露出“渔阳里”
三个字的痕迹。这两个相连的街
坊，是中国共产党“开天辟地”光
辉历程的起点，也是上海红色文化
的源头。

当年，新、老渔阳里是中国现
代革命史中许多重要人物的聚合
点，如陈独秀、杨明斋、俞秀松、
李达、李汉俊、陈望道、沈雁冰等
曾在此奋战，毛泽东、林伯渠等曾
在此留下身影，刘少奇、罗亦农、
任弼时、萧劲光、梁柏台、雷晋
笙、汪寿华等曾在此学习和参加革
命活动，其中不乏江南文化孕育的
中华优秀儿女；这里也是中国现代
革命史中许多重大事件的见证者，
如第一个共产党组织、第一个红色
通讯社、第一份党刊、第一个青年
团组织、第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学
校、党组织领导的第一个产业工
会、第一个中共中央局机关等都出
现于此。史实证明，正式建党的一
系列准备工作完成于此，中国共产
党在这里孕育。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回眸昔日渔阳里的风雷激荡
岁月，令人无限感慨……

（作者为第十二届上海市政协
文史委委员）

永远的渔阳里
1920年春，被毛泽东誉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的

陈独秀抵达上海，寓居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 （今南昌路
100弄2号），他主编的《新青年》也随迁于此。

这里曾是原安徽都督柏文尉住宅，被称为“柏公
馆”，坐北朝南，砖木结构，两楼两底，红漆窗檐比较
典雅，花岗石门框的过梁两端有刻纹雀替。

陈独秀入住后，楼上厢房为卧室，也有书房；楼下
客厅有一只皮面靠背摇椅，一块小黑板上写着“会客谈
话以十五分钟为限”；旁边的厢房就是 《新青年》 编辑
部，参与编刊的李汉俊、陈望道、沈雁冰等常在此挑灯
夜战。不久，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经李大钊介绍，到上
海会见陈独秀，就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一事进行了商谈。

在筹建党组织的同时，陈独秀等积极深入到工人群众
之中。1920年4月2日，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召开成
立大会，陈独秀在会上作题为《劳动者底觉悟》的演讲，
指出：“社会上各种人只有做工的是台柱子”，“只有做工
的人最有用、最贵重”，并希望“做工的人快快觉悟”，第
一步争取“改良待遇”，第二步“要求管理权”。4月18
日，在陈独秀等支持下，上海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
会、电器工界联合会、中华全国工界协进会、中华工界志
成会、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药业友谊联合会等7个工界
团体代表召开联席会议，筹备首次纪念“五一”国际劳动
节；会议决定在 5月 1日这天，除了电车、电灯、自来
水、电话、电报等公共事业，其他各业均须休息一日，工
人群众列队游行以示纪念。4月29日，上海7个工界团体
发表《工界宣言》，其中申明：“我们上海工人今年举行破
天荒的五一运动，因为五月一日，是世界各国工人得着八
点钟工制幸福的日子。我们纪念它的意思，第一是感谢各
国工人的努力；第二是喊起中国工人的觉悟。”5月1日，
由于反动军警阻挠，不得不几次更改会场；下午3时，大
会正式开始，在场数百人热情高涨，挥舞红旗，高声歌
唱；工人代表首先慷慨演讲，学生和商界代表也相继发
言。大会通过决议：一、要求每日八小时工作制；二、组
织真正的工会；三、各业工人要联合起来。然后，大会在

“劳动万岁”的口号声中结束。这是上海第一次有组织、
大规模地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

1920年5月，陈独秀在老渔阳里2号发起建立上海马
克思主义研究会，邀请邵力子、陈望道、李汉俊、戴季
陶、沈玄庐、俞秀松、沈仲九、刘大白等参加，组织学习
和研究马克思主义，酝酿建党工作。那时，毛泽东由北京
到上海，曾赴陈独秀寓所拜访，讲述了湖南改造促成会的
一些计划，还听他谈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他一起谈论
马列书籍和政治信仰；后来，毛泽东在陕北与美国记者埃
德加·斯诺见面时说，这段时间“是一生中最关键时
刻”，“到1920年夏，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
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
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林伯渠的《党成立时期的一些
情况》也回忆：“我到了上海会见陈独秀，遂加入当时的
上海的共产主义研究小组……一九二○年——一九二一年
一月期间，我在上海一共参加共产主义小组座谈会四五
次。”

1920年6月，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
公培在老渔阳里2号经两次开会商议，决定建立党组织，
并起草具有党纲、党章性质的若干条文，确定通过劳工专
政、生产合作等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8月，经征询李大
钊的意见，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在上海成立，定名“中国共
产党”；11月，拟定《中国共产党宣言》。这是中国第一
个共产党组织（也曾被称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由陈
独秀担任书记，成员有李汉俊、陈望道、沈玄庐、杨明
斋、俞秀松、施存统、李达、邵力子、沈雁冰、林伯渠、
李启汉、袁振英、李中、沈泽民、董亦湘等。成员们常一
起讨论党组织工作和工人运动，还通过多种方式推动各地
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

1920年9月，陈独秀把《新青年》改版为中国共产党
发起组机关刊物，内容由宣传新文化运动转变为主要宣传
马克思主义，开辟“新论”“通信”“随感录”等栏目；年
底，陈独秀前往广州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该刊
由陈望道主编，沈雁冰、李达、李汉俊也在老渔阳里2号
参与编辑。

1920年11月，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创办《共产党》月
刊，编辑部设于老渔阳里2号；该刊第一次在中华大地竖
起“共产党”的旗帜，阐明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共出
版6期。李达作为主编，常在亭子间里挑灯夜战。

1921 年 6 月，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以老渔阳里 2 号为
联络机关，筹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
会议地点和日程，起草和刻印相关文件，致函各地共产
党早期组织委派代表赴会。

1921年 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召开。会议
期间，鉴于全国党员人数比较少、地方组织尚不健全，决
定暂不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先建立由3人组成的
第一届中共中央局，并选举陈独秀为书记。9月，陈独秀
从广州返沪主持中共中央局工作，仍寓居老渔阳里2号，
常在此与中共中央局组织主任张国焘、宣传主任李达商量
党的工作，并发出《中央局议决通告》《中国共产党对于
时局的主张》等重要文件，这里成为第一个中共中央局机
关。

由于《新青年》常发表介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
文章，引起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注意。同年10月4日和
翌年8月9日，陈独秀曾两次被捕；至1922年10月中旬，
中共中央局机关迁往北京。

老渔阳里
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成立地点

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后，对推动各地
建立党组织发挥了积极作用，霞飞路新渔阳
里6号 （今淮海中路567弄 6号） 则成为其开
展工作的重要基地。这里原是戴季陶住宅，
两楼两底，青砖清水外墙镶嵌数条红砖带
饰，门额刻着“惟德是辅”四字，两侧有砖
砌方壁柱悬垂。

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为了开辟宣传阵地，
经维经斯基帮助，成立之初便创办了一个红
色通讯社——中俄通信社，设于新渔阳里 6
号，由杨明斋主持。1920 年 7 月 2 日，上海
《民国日报》“世界要闻”专栏首次发表中俄
通信社的《远东俄国合作社情形》；相隔10多
天，又发表《中俄通信社俄事消息》。从此，
中俄通信社的稿件不断亮相于国内报纸，颇
受各界关注。中俄通信社的主要任务是向共
产国际和苏俄发送通讯稿，报道中国革命消
息；同时，向我国人民披露十月革命后苏俄
的真实情况，稿源大部分取自共产国际资料
和赤塔、海参崴、莫斯科等地的报刊，少量
转译英国、美国、法国的进步书刊。这类稿件类
别繁多，包括政治、经济、文教、战事、工运、妇
运等方面；形式多样，有长篇专访、连载、讲演
稿、革命领袖介绍等。李达的《回忆党的早期活
动》说：中俄通信社“牌子是没有挂”，“在1921
年暑期间终止了”。经考，中俄通信社在上海
《民国日报》登出的最后一篇稿件，是1921年5
月 4日的《俄国贸易之过去与现在》，截至于
此文，中俄通信社在该报总计发表新闻稿和
电讯稿近70篇。

在中国共产党发起组领导下，上海社会
主义青年团于1920年 8月22日诞生。发起人
是俞秀松（担任书记）、施存统、陈望道、李
汉俊、袁振英等 8名青年，机关设于新渔阳
里 6 号。未满一个月，团员就发展到 30 多
名。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开展了一

系列革命活动。团内每月举行一次政治报告
会，由陈独秀、杨明斋、李达、俞秀松等作
演讲，包惠僧的 《党的“一大”前后》 回
忆：“报告的内容多半是由党规定下来的，俞
秀松作的报告较多。”俞秀松常以多种形式鼓
励团员们的政治热情，不少人踊跃参与筹建
工会组织、工人半日学校，投入纪念“五
一”宣传活动。与此同时，陈独秀还将上海
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章程寄往各地，请各地共
产主义者在革命青年中建立团的组织；不
久，广州、北京、天津、武汉、长沙、唐
山、太原、济南等地陆续成立社会主义青年
团。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实际起了中国青年
团发起组作用，青年共产国际 （又称少年共

产国际） 东方书记部曾在信中赞
扬“上海的青年团是中国青年团
中最好的一个”。1921年 3月，上
海已有团员约200人，全国已有团
员千余人，于是在沪建立中国社
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执行委员
会，由俞秀松担任书记，机关设
于新渔阳里6号。

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为了培养
革命干部，于1920年9月在新渔阳
里6号开设外国语学社，由杨明斋
负责，俞秀松担任秘书。1920年9
月 28日，上海《民国日报》头版
登载 《外国语学社招生广告》：

“本学社拟分设英法德俄日本语各
班，现已成立英俄日本语三班。
除星期日外每班每日授课一小

时，文法课本由华人教授，读音会话由外国人教
授，除英文外各班皆从初步教起。”其实，这只
是以公开办学作为掩护，学员主要由各地进步团
体推荐。外国语学社的学员，少时为二三十人，
多时达五六十人，其中有刘少奇、罗亦农、任弼
时、任作民、萧劲光、李启汉、李中、谢文锦、
庄文恭、许之桢、梁柏台、曹靖华、韦素园、雷
晋笙、陈为人、汪寿华、王一飞、彭述之、柯庆
施、蒋光慈等。曹靖华在《关于上海外国语学
社》回忆：“我们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地点
是渔阳里6号。我同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
蒋光慈(那时叫蒋侠僧)、王一飞等都是同班同
学。那时，我们几十人在一个大教室上课。课外
分成三个小组，即安徽、湖南、浙江等。刘少
奇、任弼时等是湖南的，王一飞是浙江的。我是
河南的，只我一个，不能成组，所以编入安徽小
组。”在授课老师中，教俄文的是杨明斋、库兹
涅佐娃(维经斯基的夫人)，教法文、日文、英文
的分别是李汉俊、李达、袁振英；后来，库兹
涅佐娃随丈夫回国，又聘老同盟会员王维祺之
女王元龄(也是张作霖派驻苏俄公使李家鳌之外
甥女)教俄文。学员们一般半天上课，半天自修
或做工。在外国语学社，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
吸收了不少团员。1921 年春，刘少奇、任弼
时、萧劲光等 30 多名学员先后离开外国语学
社，分三批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
学习。外国语学社使许多学员确立了马克思主
义信仰，走上了革命道路。这是一所群英荟萃
的学校，在现知姓名的学员中，既有早期党的
重要领导人罗亦农 （历任中共上海区委书记、
江西省委书记、湖北省委书记、中央临时政治
局常委，1928年4月牺牲），也有早期党的重要
干部谢文锦 （曾任中共上海区委委员、南京地
委书记，1927年4月牺牲）、王一飞 （曾任中共
上海区委书记、湖南省委书记，1928年 1月牺
牲）、吴芳（曾任中共上海闸北部委书记、山东
省委书记，1930年 9月牺牲）、雷晋笙 （曾任中
共河南省委秘书长、山东省委书记，1931 年 4
月牺牲）、梁柏台（曾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司法
人民委员部部长、最高特别法庭临时监察长、
内务部代部长，被誉为“红色法律专家”，1935
年 3 月牺牲）、陈为人 （曾任中共满洲省委书
记，后在沪管理中央文库数载，因劳累于1937
年 3 月病逝）、任作民 （曾任中共山东省委书
记，1933年2月被捕，后经党组织营救获释，因
在狱中遭酷刑身体受摧残，1942年2月在延安病
逝，时为中共中央西北局秘书长）、傅大庆（曾
任中共南洋临时委员会常委兼宣传部长，知名的

“红色翻译家”，1944年7月在北京从事党的秘密
电台工作时被捕，抗战胜利前夕牺牲）等，还有
早期青年运动、工人运动领导人俞秀松、李启
汉、汪寿华等，以及翻译家、作家、诗人曹靖
华、韦素园、蒋光慈和经济学家周伯棣等；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
担任重要职务。

1920年10月3日，党组织领导的上海机器工
会在新渔阳里6号召开筹备会，由在海军造船所
（后为江南造船厂） 做钳工的李中担任临时主
席。各工厂工人代表七八十人参加，陈独秀、杨
明斋、李汉俊、李启汉等以“参观者”身份出
席，并成为“名誉会员”。会议讨论通过了陈独
秀指导草拟的 《上海机器工会简章》，宗旨是

“谋本会会员底利益，除本会会员底痛苦”。会
后，上海机器工会在西门路泰康里41号 （后门
牌为自忠路225号，原建筑已不存）设立了临时
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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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渔阳里6号现貌

1920 年 9 月 28 日，上海 《民国日报》 登出的 《外
国语学社招生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