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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冠中说虹口文化有着经世致用

的品格! 如当年鲁迅先生开创的白话文

小说和杂文写作 " 让一代又一代人受

用#刘海粟在虹口创办$上海美专 %"最

早把西方近代美术教育思想引入中国"

如今的美术院校仍在沿用当时的写生&

模特教学法#当年的左翼电影音乐 '义

勇军进行曲("成为了国歌)*

如今"更有红色文化+,左联%精神在

人们心中接续传承- 走进多伦路 !"#弄"

将看到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 成立之

处...左联会址纪念馆修缮一番-一楼展

厅呈现出 $%&"年 &月 !日,左联%召开成

立大会时的原样-那些木桌+讲台+文献和

照片" 无不像徽章一样昭示着革命岁月-

在这里"一些退休党员+ ,老虹口%们组成

解说团" 为人们讲述红色土地上的人与

事-他们当中有人深入红色故事现场走访

考证+有人从浩如烟海的文字记录中发掘

史料"让更多历史细节 ,浮出水面%-

纪念馆的留言簿上有这样一句话"

引自鲁迅先生 '为了忘却的纪念(...

,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

说他们的时候的- %

记忆的潮水继续涌流"多伦路像滩

涂一样堆积着力量"吐故纳新- 左联文

学博物馆正在酝酿#首届鲁迅文化周计

划于 !"$' 年下半年举行#围绕鲁迅+茅

盾在虹口的生活工作轨迹"人们将走上

,鲁迅小道%和,茅盾小道 %//站在新

时代"多伦路打出了三张牌0红色文化+

海派文化和名人文化- 未来三年"虹口

区将围绕,先进文化策源地 % ,海派文

化发祥地% ,文化名人聚集地%"打响文

化品牌- 今日愿景"是用 ,以天下为己

任%的经世情怀"为后人留存城市的文

化记忆"留住历史的深邃回音-

再次描述今天的多伦路 " 将包含

它的珍贵过去 -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

景象0周末的午后"青年们三两成群走

进左联会址纪念馆 - 当年鲁迅演讲的

房间"举办着文艺沙龙- 人们谈论柔石

的 '早春二月 (改成的沪剧 "讨论法文

一字不识的鲁迅如何给法国送去中国

文艺-

,海上旧里%解说团的志愿者们带

着众人沿多伦路去往四川北路 + 山阴

路- 以四川北路为中轴"从南部武进路

至北部鲁迅公园"涵盖两侧支马路和旧

里弄"共有 () 处红色文化遗址- 沿途"

名人旧居+红色遗迹被正式挂牌 "一批

具有人文印痕的里坊+建筑也将迎来新

的保护修缮-

在马路+弄堂漫步 "那些年热血文

人们的生活与革命一一浮现- 你看见他

们在案前坐到天明" 拼命写文译书"双

眼通红# 你看见他们落在巡捕房的手

里"却扬起自尊的头颅- 你甚至会闻到

一阵凛冽的空气"听见鲁迅的声音0,记

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苦痛"正视一切重

叠淤积的凝血- %

当夜幕降临"弹格路上灯光盏盏亮

起- 从多伦路旧书店+文博店里走出来

的人拎着袋子"揉了揉肩膀和眼睛- 恍

惚间"一阵匆匆脚步声传来 "依稀有一

个瘦长人影闪进了里弄- 只见他穿着长

衫"夹着烟"步履不停- 在他身后"月儿

高悬"一幢幢充满故事的老房子向远方

伸展-

而他曾经说过的将来"就是现在-

多伦路!现代文学重镇在弹格路上苏醒
本报记者 李思文

多伦路藏在一片闹市中!路
口浅灰色拱形石牌坊掩在树荫
下!稍不留意就能走过头"

东起四川北路!向西折北再
与四川北路交汇!#!$ 型的多伦
路像一只老电话的传声筒!挂在
四方市井里% &叮咚$&叮咚$!踩
着三轮单车的老伯摇着铃铛穿
过% 繁华都市里听见此声!竟有
时空错乱的感觉%抬头看多伦路
的石牌坊!&海上旧里$四个大字
跃入眼帘 !往里走 !人文故居和
文博店铺接踵而来!青鼓鼓的弹
格路凝成一个个记忆的落点!摁
进脚掌% 路上 !能够寻觅 "#$%

年代中国&左联$作家的音容!能
够找到华洋交织的文化形态'经
世致用的文化性情"

从印着 &窦乐安路 $的老路
牌开始!多伦路将它的传声筒贴
近了上海滩的风云变幻"

老电影咖啡馆 !多伦路 )*+ 号"

!"#$ 年中国第一家正规电影院在虹口建立! "老电影咖啡馆# 基于这

段历史开办! 以放映旧电影为特色$ 在悠悠流动的老乐曲声中! 再现往事$

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 !多伦路 ,& 号"

由多伦路上一个室内菜场改造成的美术馆! 高七层! 展厅面积 %### 平

方米! 主要举办中国当代艺术的展演活动% 国际当代艺术交流$

周恩来早期革命活动旧址 !永安里 -- 号"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 年轻的共产党人在这里与国民党特务% 租界统治者

斗智斗勇$ 永安里 && 号为当年周恩来在上海进行革命活动时的一个秘密联

络点$

多伦路 ).+ 弄的老房子
多伦路 !'( 弄 ! 号建筑是目前已知的多伦路上最早的住宅! 典型的老上

海农村传统建筑$ 据房主说! 当多伦路还是一条小河浜时! 这栋住宅就存在

了! 后来才慢慢有了路$

多伦路 +*/-% 号
建于 %# 世纪 (# 年代的欧洲文艺复兴式花园住宅! 假三层砖木结构! 典

雅华丽! 比例匀称$ 屋顶坡面! 铺红色瓦! 屋前有 !## 平方米花园草坪$ 建

筑被虹口区登记为不可移动文物$

多伦路 %0 号
建于 %# 世纪 (# 年代! 为日本 &洋风化# 时期建筑风格$ 既有外来建筑

艺术风格! 又有本土特色$ 复式人字形屋顶! 铺着小青瓦$ 北立面门廊采用

罗马式的券% 拱及多立克式石柱$

多伦街区还有哪些好去处!

叩开名宅公寓" 穿梭先生们搏击暗夜的旧时光

多伦路从头走到尾" 只消十分钟-

然而如果沿着历史的脉络细细品味"花

上大半天也不为过- 马路过去叫窦乐安

路" 为 $%$$ 年英国传教士窦乐安填河

建造而成- 窦乐安无论如何都不会想

到"他亲手所造的马路"将填满一个时

代的中国的伟大故事-

靠近那些中西合璧的文化旧里"透

过神秘魅人的窗格向里窥探- 一时间"

景象翻飞如走马灯-

首先看见的是一位蓄着胡须+着长

衫的人- 他径直来到多伦路 !"$ 弄 ! 号

中华艺术大学- 底层一间小教室"冯乃

超+冯雪峰+钱杏邨+夏衍+柔石+殷夫等

四十多位作家或站或坐"有人趴在窗台

朝里看"有人堵着门-

,我们急于要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

但同时" 在文学战线上的人还要 1韧2

**%鲁迅先生站在讲台上3那是 $%&"年

&月 !日"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宣告成立-

这支以鲁迅先生为旗手的左翼作家队伍

和其他文化战线上的工作者们"在粉碎国

民党文化,围剿%的战斗中发出振耳惊雷-

鲁迅回到景云里的家" 夜已朦胧-

先生抽开椅子"桌上堆着杂文 +书信和

讲稿-$%!) 年 $" 月"鲁迅许广平夫妇入

住景云里- 在景云里的两年多时日"与

陈望道+茅盾+叶圣陶+冯雪峰+周建人+

柔石等人为邻- 那时"茅盾写出'幻灭(

'动摇('追求(三部曲#冯雪峰编'萌芽

月刊 (#叶圣陶编 '小说月报 ("扶掖丁

玲+巴金+戴望舒+沈从文+朱自清等大

批文学新人#柔石与鲁迅共同创办朝花

社"写出'二月('为奴隶的母亲(//

作家们总去多伦路四川北路路口

的公啡咖啡馆聚会- 鲁迅在'革命咖啡

店(一文中写道*,遥想洋楼高耸"前临阔

街"门口是晶光闪烁的玻璃招牌 "楼上

是我们今日文艺界上的名人 " 或则高

谈+或则沉思"面前是一大杯热气腾腾

的无产阶级咖啡//%躲开巡捕房 ,包

打听%" 幽静的公啡咖啡馆见证了 ,左

联%的酝酿+中国新文学的涌动-

在白色恐怖的年代"左联存在的六

年间不断遭到残忍镇压0李伟森+柔石+

胡也频+殷夫+冯铿等一批革命作家被

害#大批左翼和进步书刊+书店被查禁+

捣毁//然而"屠刀下的左联作家都是

勇士- 他们存在一日"壮大一日 "以文

化+科学之锋芒搏击暗夜"照亮了无产

阶级革命文学的天空-

岁月更迭" 作为公共租界的多伦路

不断涌入各方力量"明暗交织- 左联完成

了历史使命"抗日战争爆发"马路一度被

日军海军陆战队占领#抗战胜利后"住进

了汤恩伯+ 白崇禧+ 孔祥熙等国民党大

员-人们说"一条多伦路"百年上海滩-数

尽风雨沧桑的多伦路"从上世纪 (+ 年代

开始成为住宅区- 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

代"多伦路在市井营生中褪去光芒"成了

一条热闹拥挤的,马路菜场%444小贩摆

摊"鸡鸭齐鸣- 道路失修"夜晚人不留神"

摔一跟头是常有的- 盛夏忽然一场暴雨"

坑坑洼洼的小马路便寸步难行-

人们发觉"曾响彻文人跫音的多伦

路正蒙上风尘"为人淡忘- 为了让记忆

留下来" 多伦路在一轮轮城市更新中"

发出人文的呼唤-

老店铺里流连忘返" 在这里找回岁月与初心

上世纪 %" 年代初" 虹口文化人率

先提出以鲁迅公园为轴心"以多伦路一

带名人故居+文化遗址为内涵的 ,雅文

化圈%构想-$%%' 年"虹口区政府对多伦

路名人寓所+历史文化遗迹进行了保护

和开发- 提出的愿景"是建设集名人故

居+海上旧里+文博街市+休闲社区为一

体的文化名人街-

$%%)至 $%%%年"时任同济大学副校

长的郑时龄主持团队为多伦路进行改造

设计- 童年居住于此"他熟悉多伦路的肌

理- 他说",建筑是一个创造人性的场所"

融入文脉"而不破坏城市空间的和谐- %

$%%% 年 $" 月" 路过四川北路的人

纷纷停下脚步- 透过树荫"上海市老领

导汪道涵题写的 ,多伦路文化名人街%

牌楼跃然眼前- 往深处走"以中国传统

建筑造型铸造的鸿德堂安宁伫立"法兰

西新古典主义情调的汤公馆+阿拉伯风

格的孔公馆等名人公馆焕发神采- 老建

筑松动神经"纷纷苏醒-

慢慢走"风景旧曾谙 - 鲁迅 +叶圣

陶+茅盾+郭沫若+丁玲//如果你忘了

他们的样子"可以在屋檐下 +树荫里见

到他们活灵活现的铜像- 他们无意用纪

念碑式的架势横在路中间"更不会干扰

视线- ,,%型道路的分割点上"郑时龄团

队设计的,夕拾钟楼%朗然而立- 钟楼的

气息"对所有追寻历史的人有着神奇的

功效- 人们从日常思考中解放出来"绕

着多样建筑兜兜转转"无意停息-

步入,,%型道路的另一截 "将看到

一些有趣的店铺"比如旧书店 +私人博

物馆- 有家专收老物件的博物馆"白色

雕花石库门门楣朝向马路- 人们难以列

出在这儿买得到的所有老物件0月份牌+

老路牌+黄铜台灯+蝴蝶缝纫机+马灯+搪

瓷杯和别些种类的旧家什# 人们不知应

该瞻仰那堆到天花板的,三五牌%座钟"

还是应该拍下那些仔细用塑料纸包着的

'申报('新闻报('小星报(444据说那儿

有三万多种+总重量超过一吨的旧报纸-

让人流连的并不是物件的本身" 而是那

些物件所代表的历史- 它们让城市的记

忆一齐觉醒而把你包围起来- 彩色弹珠

是一代人的童年",三大件% 里有小康家

庭的变迁//不只是个人往事" 还有这

个城市过去+现在与未来-

博物馆不远处有一家旧书店"爱书

的人只要来过" 都不会忘记它的位置-

住在附近的青年"要是晚上睡不着觉出

门闲逛"也许会碰见它仍亮着灯- 也有

专门赶来找书的学者"爱不释手 +小心

翼翼地翻着泛黄的书页- 如果听见书店

里传来,啊5 %的一声"没准是有人发现

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宝贝书-守着 $-

平方米书店的老店主看着来客从少年

长成壮年"早已打定了主意 "要陪着这

些爱书人走下去-

世纪之交" 多伦路上涌现的民间博

物馆多达十余家0筷子馆+瓷器馆+钟表

馆+石头馆//如今"那些时光筛后而留

存的店铺"怀着不忘过去的初心"成为人

们乐此不疲谈论的马路地标-

#以天下为己任$的经世情怀融入马路"留住历史的深邃回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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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俯瞰多伦路!摄影#寿幼森"

#多伦路街景!摄影#寿幼森"

!!"(# 年 % 月 !' 日 &左

联 #筹备会 )又称上海新文学运

动讨论会*在公啡咖啡馆二楼召

开$ 图为 !""+ 年的公啡咖啡馆

!资料图片"

"夕拾钟楼'多伦路 !!" 号(!楼名取自鲁迅先生著名文集

)朝花夕拾*!位于多伦路 , 形的拐角点!资料图片"

$
"孔公馆'多伦路 %+# 号(!建于 !"%& 年!抗战胜利后曾作

孔祥熙和宋霭龄寓所!是一幢阿拉伯风格建筑!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