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出品纪录片《诞生地》海报。

敢于斗争的鲜明品格

■ 法治发挥“最根本治理方
式”的作用，正成为上海城市核心
竞争力的重要标志、城市治理的闪
亮名片

以鲜活的荧屏党史课
生动传播红色文化，不断体
悟初心使命

《诞生地》：以上海生动的红色故事引领观众赓续红色血脉

这部由上海出品的重大理论文献纪录片明天起开播，那些
与上海休戚相关的深刻影响过中国命运的历史事件、革命英雄、
革命精神、革命文物将得到充分展现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

鲜亮的底色。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初

心始发地，上海拥有丰富的红色资源，目前

已梳理出从五四运动到上海解放前的 612

处红色地标。 这些红色资源都是我们党艰

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也是最宝贵的精

神财富。

明天开播的重大理论文献纪录片《诞生

地 》，就将循着上海的红色资源 ，通过走进

“一馆五址”等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圣

地、红色旧址、革命历史纪念场所等，讲述党

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重温中国

共产党诞生在上海的峥嵘岁月。

《诞生地》由上海广播电视台纪录片中

心推出，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立项的重点项

目，已入选国家“十四五”（2021-2025）纪录

片重点选题规划。五集依次为《就叫共产党》

《勃勃有生气的青年》《到工人中间去》《为着

解放的新文化》《不能忘却的纪念》，每集 50

分钟。 那些与上海休戚相关的深刻影响过

中国命运的历史事件、革命英雄、革命精神、

革命文物将得到充分展现，中国共产党的梦

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也将在

史实中熠熠生辉。

在建党百年之际推出纪录片《诞生地》，

主创团队希望，能用好上海的红色资源，引

领观众赓续红色血脉。

梳理党在上海的诞生与
成长，从历史事实中感悟真
理的力量

1921 年至 1933 年，党中央机关长期驻

扎在上海。 为什么是上海？ 纪录片《诞生地》

要回答的，就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诞生在

上海”“上海见证了中国共产党怎样的成长”

等重大问题。

总导演朱宏告诉记者，《诞生地》的五集

基本框架早在 2019 年就定下了。 上海是马

克思主义等先进思想文化最早的传播地，是

中国工人阶级的大本营，也是中国革命运动

的早期指挥中心。 遵循史实，五集依次聚焦

党的诞生、党的组织、上海的工人运动、上海

的红色文化传播、中国共产党人在上海的奉

献和牺牲。 “但选择什么样的线索来串联重

要史实，一直悬而未决。 ”她说，上海自去年

以来对红色资源的新一轮摸底，为《诞生地》

创作打开了思路。上海此轮梳理出的 612 处

红色遗址、旧址、纪念设施和场所，于是成为

纪录片中最好的历史见证。

追随历史的脚步，《诞生地》走进中共一

大纪念馆 、新老渔阳里 、毛泽东旧居 （甲秀

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中共中央政治局

机关旧址（1928-1931 年 ）、中央特科旧址 、

中央军委旧址、 中央秘书处旧址等 30 余处

红色地标。 随着荧屏上展开“红色地图”，中

共一大、二大、四大的召开始末，“五卅”风暴

从这里席卷全国……党史上的许多重大历

史事件将一一登场。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为什么好，从根本上说，是因为马克思主

义行———《诞生地》不仅回溯历史大事件，也

试图从思想层面呈现历史的回答。

第一集 《就叫共产党》 始于老渔阳里 2

号。 1920 年，“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后，陈独

秀从天津乘船抵达十六铺，两个月后，他搬进

此间。从此，老渔阳里 2号迎来了五湖四海的

有志青年，他们聚在这里，探讨救国之道。

由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开篇， 从 《新青

年》编辑部旧址开篇，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常

务副校长徐建刚阐释了个中逻辑：“1840 年

鸦片战争以来，无数的仁人志士，为了探求

中国的出路， 经过不同的探索， 但都失败

了。 旧的路走不通，必须找到新的路。 他们

对整个国家、对民族是有历史担当的，所以

他们在探求中国出路的过程中，找到了马克

思主义。 ” 茛 下转第五版

■ 要教育引导全党始终坚持科学理论指导。中
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从根本上说，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

■ 要教育引导全党始终坚持理想信念。共产主
义是我们党的远大理想，为了实现这个远大理想，
就必须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

■ 要教育引导全党始终坚持初心使命。牢记和
践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
使命，是贯穿我们党百年奋斗史的一条红线

■ 要教育引导全党始终坚持光荣革命传统。决
不能丢掉革命加拼命的精神，决不能丢掉谦虚谨
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传统，决不能
丢掉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
勇气

■ 要教育引导全党始终坚持推进自我革命。我
们党历经百年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其奥秘就在于具
有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强大
能力，自我革命精神是党的执政能力的强大支撑

■本报记者 王嘉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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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批7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成立
新华社北京6月26日电 为进一步把

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引向深入，经党中央批准，在

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中国法学

会和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山东省成

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研究中心。成立这7家研究中心，必将进

一步壮大研究党的创新理论的力量，更

好地推动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

据悉， 此前成立了11家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院）。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 、王沪宁 、赵乐际 、韩正等在中南海丰泽园参观毛泽东同志

故居。 新华社记者 鞠鹏摄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等在北大红楼参观“光辉伟业 红色序

章———北大红楼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主题展”。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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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西路， 一处公共

绿地 “上新” 了一块纪念

铭牌， 上刻 “中共中央与

共产国际代表联络点遗

址”。 最近， 上海首批 48

处遗址旧址纪念标识设置

工作基本完成。 统一树起

的大理石质纪念碑、 纪念

牌， 提亮了上海红色资源

标识度。

7 月 1 日起， 《上海

市红色资源传承弘扬和保

护利用条例》 （简称 《条

例》） 将正式施行 。 建党

百年之际， 市人大常委会

法工委主任丁伟用 “正当

其时” 四字来形容这部法

规的颁布实施。

一座城市最有味道 、

最具魅力的莫过于熔铸于

城市精神品格的文化。 作

为党的诞生地和初心始发

地， 上海红色资源点多面

广、 丰富多彩， 红色文化

也成为其独特标识。

在立法过程中， “红

色资源” 这一概念曾一度

引发热议。 对于这个约定

俗成的概念， 真要限定范

围， 许多人却不知从何下

手。 《条例》 最终对其界

定较为宽泛， 既包括物质

资源， 也包含精神资源 ；

在时间跨度上一直从新民

主主义革命时期延续至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这充分体现了此次

立法的系统性 、 全面性 ，

也进一步增强法治供给有

效性。” 丁伟表示 ， 《条

例》 是目前全国唯一一个

在名称中体现 “传承弘

扬” 的地方立法， 这正是

综合考虑了立法的法律效

果、 社会效果等。

保护为先：
红色地标化为
精神课堂

在红色资源密布的上

海， 保护与弘扬看似是系

统工程， 实际却牵涉每个

人的烟火日常。 一幢幢年

代感十足的石库门里弄

间 ， 既流淌着红色历史 ，

也掺入市井生活。

老渔阳里 2 号， 70 多岁的赵文来夫妇曾在

此居住了四十载。 虽然石库门老宅基础设施条件

差， 但二人从未想过动这里的一砖一瓦。 甚至就

连邻居家装修， 老人都会关照， “敲轻一点， 可

不能把牌子和房子震坏”。

人之风貌， 往往就体现着城之特质。 赵老夫

妇对文保建筑的这份悉心守护， 映射出这座城市

的精神品格。

茛 下转第五版

牢记和践行初心使命是贯穿党百年奋斗史的一条红线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转版导读

展现软实力善治效能
让法治名片更加闪亮

———学习贯彻落实
十一届市委十一次全会
精神系列综述④

有什么样的城市心智
就焕发什么样的“精、气、神”

———访上海全球城市
研究院院长周振华

荩 均刊第二版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启示录之“攻坚篇”
荩 刊第三版

：习近平 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
努力创造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新业绩

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志、指引方向，用党的
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用党的历史经验和实践创造启迪智慧、砥砺品格

红色资源 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红色血脉 是中国共产党政治本色的集中体现，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力量源泉

新华社北京 6 月 26 日电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

际，中共中央政治局 6 月 25 日下午就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

脉进行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

时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

的精神财富。红色血脉是中国共产党政治本色的集中体现，是新时

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力量源泉。 回望过往历程，眺望前方征途，

我们必须始终赓续红色血脉， 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

志、指引方向，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用

党的历史经验和实践创造启迪智慧、砥砺品格，继往开来，开拓前

进，把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打下的红色江山守护好、建设好，努力创

造不负革命先辈期望、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新业绩。

这次集体学习是中央政治局带头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一项重

要安排，采取参观和讨论相结合的形式进行。 茛 下转第三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