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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

让红色遗址遗迹

“修旧如旧、恢复原貌”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上海作为党的诞生地和初心始发地， 有着丰富且富有上海特色的红色资源。 上海市十五届人大

常委会三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 《上海市红色资源传承弘扬和保护利用条例》 （以下简称 《条

例》）， 并将于 2021 年 7 月 1 日正式实施。 5 月 22 日， 上海人大代表论坛第 38 期在中共“一大”

纪念馆举行。 多位人大代表就“贯彻 《上海市红色资源传承与弘扬保护条例》” 为主题， 发表了精

彩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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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代表畅谈：如何保护利用红色资源，构筑城市精神亮色

上海将公布第二批革命文物名录

《条例》 结合本市实际， 对具有

重要历史价值、 教育意义、 纪念意义

的红色资源， 建立名录制度予以保

护。 同时， 建立红色资源名录数据

库， 健全信息共享机制。 《条例》 还

对红色旧址、 红色遗址、 纪念设施或

者场所等不可移动的红色资源实施分

类保护。

然而在实践中， 红色资源的保护

工作还是会遇到许多瓶颈问题。 “党

早期在上海的活动， 多分布在当时租

界区域， 其中不少是在石库门民居之

中。” 市人大代表、 中共黄浦区委书

记杲云谈起红色遗址的修缮保护工作

深有感触， “很多红色遗址遗迹都与

民居、 单位混合在一起， 普遍面积狭

小、 设施陈旧， 有些需要先行通过征

收置换， 才能开展保护修缮， 实施难

度大、 成本高、 周期长。”

为此， 黄浦区把红色遗址保护修

缮作为重要政治责任， 不畏困难、 不

惜代价， 用心用情用力推进这项民心

工程、 政治工程。 近年来， 先后实施

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旧址和中

共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 （1928-1931

年） 的修缮布展和对外开放， 完成了

团中央机关旧址的升级改造， 提升了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旧址、

三山会馆等重要场馆的布展。

通过不懈努力， 黄浦区历时 4 个

月完成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旧

址、 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的置换

工作， 比一般的置换项目都要快。 对

外开放后， 两处旧址参观人数超过

2.3 万人次， 成为党员干部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的热门之选。

置换之后， 如何尊重史实， 让红

色遗址遗迹“修旧如旧、 恢复原貌”

也成为了考验。 杲云说起了在中国共

产党发起组成立地旧址的保护修缮的

故事。 当时， 在清水平缝外墙的确定

中， 修缮人员根据年代特点和残存的

墙体推断， 做了八种工艺的样本。 哪

一种工艺才是这个红色遗址真正使用

的？ 通过党史、 建筑专家分析比对，

邀请弄内老居民以及曾到过此处的访

客回忆， 最终确定施工方案。 “在保

护修缮过程中， 我们坚持以党史为依

据， 边设计边论证、 边发掘边修缮，

尽最大努力还原建筑历史年代的特

点， 使红色遗址遗迹焕发当年风采。”

杲云说。

杲云透露， 目前， 黄浦区正在推

进中共上海区委早期党校旧址和“又

新” 印刷所旧址的修缮保护及展陈布

展， 将于六月正式向公众开放。 其

中， 中共上海区委早期党校旧址是党

的早期思想教育基地， 我党最早的党

校之一， 也是第二次工人武装起义的

临时指挥机关和联络处； “又新” 印

刷所旧址则是党的早期理论传播阵

地， 第一本中文版 《共产党宣言》 的

诞生地。

“上海的红色资源讲述了中

国共产党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

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 是开展党

史学习教育的宝贵资源。” 市人

大代表、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市

文明办主任潘敏说， 要把红色资

源深入挖掘出来， 让旧址遗迹成

为党史“教室”， 让文物史料成

为党史“教材”， 让英烈模范成

为党史“教师”， 从百年党史中

汲取开拓奋进、 干事创业的强大

动力， 更好转化为比学赶超、 集

中精力抓落实的实际行动。

根据 2020 年的复核统计，

全市自 1919 年五四运动到 1949

年上海解放， 现共存各类红色资

源 612 处， 包括旧址、 遗址 500

余处， 纪念设施 100 余处。 今年

3 月 11 日， 市文物局向社会公

布上海市第一批革命文物名录，

包括 150处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和

208 件 （套） 可移动革命文物。

下一步， 还将公布第二批。

徐汇区人大代表、 中共一大

纪念馆馆长薛峰说， 中共“一

大” 会址那个 18 平方米的房间

酝酿了“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人们到这里瞻仰革命史迹、 寻找

初心。 如今这里正打造宣誓教育平

台， 让大家能在这里重温入党誓

词， 叩问初心使命。

如何让红色遗址遗迹“活” 起

来， 讲述好红色故事， 诠释好红色

革命精神， 用党的奋斗历程和光荣

传统鼓舞人、 感染人、 打动人？ 年

轻人应该是讲述和倾听的主力军。

市人大代表、 上海人民出版社党委

书记王为松指出， 上海是一座对年

轻人有天然吸引力的城市， 应当采

用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方式， 将传统

经典表达得更有创意。 他以 《光荣

之城： 上海红色纪念地 100》 这本

红色出版物为例， 80 后写、 90 后

编， 受众群体则是 00 后、 10 后，

一经刊发便广受好评。

除了线下的红色资源保护利

用， 本市还进一步拓宽线上的红色

教育渠道。 潘敏透露，“学习强国”

APP上将推出本市红色文化资源信

息应用平台“红途”。“红途”将通过

网络平台全景呈现全市红色文化资

源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实现红色

文化资源“一网统管”、红色文化应

用“一网通办”、红色文化载体“一站

服务”、红色文化信息“一站共享”，

预计6月试运行版本上线。

传承：赓续红色基因 发扬“宣言精神”

5 月 27 日是上海解放的日

?， 同时也是复旦大学周年校庆

的日?。 说起学校与中国共产党

的渊源， 市人大代表、 复旦大学

党委书记焦扬非常自豪。

72 年前， 在党组织领导下，

复旦 199 名地下党员带领全校

4000 师生迎接上海解放， 将学

校完整保存下来， 交给了人民。

为庆祝复旦的新生， 学校决定将

校庆日定为上海解放当天。 这是

复旦深厚红色文化底蕴的一个历

史剪影， 也揭示出大学与城市风

雨同舟、 兴衰与共的关系。

焦扬说， 116 年的复旦校史

与百年党史紧密相连， 复旦人救

国报国强国的光辉历程是党办教

育的生动缩影和成功实践， 红色

基因、 信仰之源熔铸了这所社会

主义大学的光荣底色。 复旦大学

老校长陈望道先生翻译 《共产党

宣言》 首个中文全译本， 为奠定

建党基础作出重要贡献。

同时， 陈望道还是上海第一

任党组织书记。 1925 年党的四

大首次明确支部是党的基层组

织， 当年复旦就成立了第一个党

支部， 是全国最早建立党组织的

高校之一。

在陈望道的带领下， 复旦大

学师生自创校起就秉持的教育救

国、 奋斗报国的精神。 复旦师生

敲响上海“五四” 运动第一钟。

抗战期间复旦内迁重庆北碚夏

坝， 陈望道作为新闻系主任带领

师生坚持真理、 追求进步， 当时

的新闻馆被称作“夏坝的延安”，

复旦成为大后方最著名的“红色

堡垒”， 被中共南方局誉为“学

校工作的典型和模范”。

据焦扬介绍， 复旦历史上有

10 位红岩烈士， 是全国红岩烈

士最多的高校， 登记在册的师生

烈士有 50多位。

进入新时代， 红色基因依然

在复旦大学延续传承。 2017 年，

位于杨浦区国福路 51 号的陈望

道故居打造成为了 《共产党宣

言》 展示陈列馆。 2018 年 5 月，

展示馆投入运行。 三年来， 已接待

超过 3000批次、 6.5 万多人次， 不

仅成为党史、 校史的教育基地， 也

成为上海乃至全国有影响的红色地

标。

与其他展示馆专业的讲解员不

同， 《共产党宣言》 展示陈列馆的

讲解员来自“星火” 志愿服务队，

服务成员是复旦大学的师生。 他们

把理论宣讲、 志愿服务和红色文化

传播结合起来。 三年来， 这支队伍

茁壮成长， 不仅很好履行了讲解服

务职能， 而且在校内外“四史” 宣

讲、 理论网络课程、 大中小学思政

课一体化建设方面大显身手， 获得

中宣部“全国基层理论宣讲先进集

体” 等荣誉。

同时， 复旦大学不断丰富发展

红色基因的时代内涵， 用好抗疫斗

争、 脱贫攻坚等“大思政课” 课

堂， 充分发挥红色资源教育功能，

持续深化以党史为重点的“四史”

学习教育， 围绕学史明理、 学史增

信、 学史崇德、 学史力行， 让校内

外红色教育基地成为“教室”， 让

丰富的文化资源成为“教材”， 让

感人的英烈模范成为“教师”。 面

向全校本科生开设“四史” 选择性

必修思政课， 并衔接大中小学思政

课一体化、 分学段编写 《“四史”

教育学生读本》。 在学生中开展

“看需求、 悟变化、 讲担当” 主题

社会实践 （近四年参加人数超 8 万

人次 ）， 在教师中开展“爱国情、

报国志、 强国行” 组团式社会实

践， 引导师生在历史场景、 改革情

景、 奋斗前景中， 坚定爱党、 报

国、 荣校的志向。

在红色基因激励和红色文化熏

陶下，复旦大学近年来，超六成毕业

生奔赴西部、基层和重点单位就业，

参军、签约选调生人数屡创新高。

焦扬表示， 复旦大学将认真贯

彻落实 《上海市红色资源传承弘扬

和保护利用条例》， 进一步传承发

扬好“宣言精神”， 让红色基因融

入血液、 根植于心、 外化于行。

进展：第二批革命文物名录将公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