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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上海市建筑遗产保护利用示范项目”揭晓
4个红色地标入选，占比超过总数的1/3

本报讯 （记者李婷） 入选的 10 个
项目中， 有 4 个是红色地标， 占比超过
总数的 1/3———这是近日揭晓的第二届
“上海市建筑遗产保护利用示范项目 ”

传递的信息， 体现了党的诞生地上海深
厚的红色文化底蕴。 永不褪色的红， 是
这座城市最鲜亮的底色。

据介绍， 此次参与评选的均是近三
年内竣工验收的项目， 一定程度折射出
目前全市文物保护工程的现状。 为庆祝
建党百年， 上海近年来对一大批红色地
标进行了保护修缮 。 最终公布的名单
中 ， 有 4 个红色地标 （5 处建筑 ） 入
选， 它们分别是： 中共一大会址 （含博
文女校） 保护修缮工程、 中国共产党发
起组成立地 （《新青年》 编辑部） 旧址
修缮工程、 上海茂名路毛泽东旧居保护
修缮工程、 上海宋庆龄故居预防性保护
项目。

这些地标在党史上占据重要地位。

其中， 中共一大会址是中国共产党的诞

生地， 是中国共产党人初心的始发地，

博文女校是中共一大与会代表的宿舍旧
址。 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旧址， 是
第一个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诞生地，

也是新文化运动主阵地 《新青年》 杂志
的编辑部。

值得一提的是， 多处革命文物在修
缮过程中找到了历史图纸或历史照片，

为恢复文物原状提供了扎实有力的依
据。 比如， 茂名路毛泽东旧居是毛主席

1924 年来到上海工作时的居住地 ， 也
是他在上海居住时间最长、 和杨开慧一
起开展革命工作的场所。 此次修缮找到
了上海解放初期的完整测绘图纸， 为恢
复石库门门头山花、 窗楣窗台等， 提供
了充足的依据， 成为传承上海红色基因
的重要场所。

在评选中， 评委不仅重视文物建筑
的保护修缮是否做得好， 不改变文物原
状， 同时也关注如何利用文物资源， 发
挥社会教育功能。 据主办方上海市文物

保护工程行业协会相关负责人透露， 入
选的 10 个示范项目中， 有 8 处在修缮
后向社会开放， 且功能类型多样， 涵盖
住宅 、 观演 、 典当 、 商业 、 文化 、 办
公、 医疗等。

比如 ， 天平邻里汇主楼建于 1932

年， 由邬达克设计。 工程对文物建筑本
体遵循真实性、 完整性原则的同时， 对
庭院内的建筑现状作了改造， 创造了带
有休闲用餐、 文娱活动、 展览讲座等功
能的公共空间， 保护与再利用的有机结
合， 使其成为温馨惬意的社区服务和治
理平台。 孙科住宅在修缮过程中， 深入
考证建筑历史 ， 整修室内重点保护部
位， 修复鱼鳞状拉毛粉刷墙面和室外平
台， 拆除后期加建， 整治花园和景观。

现在， 它已成为上生·新所城市文化共
享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 定期举办各类
展览、 沙龙。 位于上海市肺科医院内的
叶家花园， 则为医疗卫生建筑与历史文
化遗产的有机融合提供了很好的示范。

多维度解码上海为何成为
近代中国“光明的摇篮”

沪上出版界推出一批党史主题读物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 上海出版界深入挖掘 “党的诞生
地” 红色文化资源， 打磨精品、 贡献
热品， 一批主题读物陆续面世， 为党
史学习教育注入新动能 。 这之中 ，

《光明的摇篮》 《地图中的百年上海》

《伟大纪念日》 《传承的初心》 《星
火》 等新鲜出炉， “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年专题研究丛书 ” 已推出
《陈望道翻译 〈共产党宣言 〉 研究 》

等七种 ，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 100

年》 等即将出版。

从汇聚专家资源， 到精心打磨内
容， 再到创新传播形式， 这批新书汇
成立体多元的红色故事矩阵， 从不同
维度解码上海为何成为近代中国 “光
明的摇篮”， 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
以致胜的精神伟力、 中华民族赖以复
兴的核心动力， 助力读者从党的奋斗
历史中汲取前进力量。

汇聚学界智慧，全
面深入解读中共诞生与
上海的关系

什么是 “光明的摇篮”？ 中国共
产党为什么诞生在上海？ 上海红色文
化何以与众不同？ 著名历史学家熊月
之历经 30 年打磨的全新力作 《光明
的摇篮》 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 以
红色文化、 海派文化、 江南文化为坚
实底色， 从全球视野和历史维度深度
解析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必然性。

该书首次完整提出中国共产党在上海
诞生需要六大因素的支撑， 探寻共产
党人初心使命的历史源泉 。 业内评
价， 相较于其他党史著作， 《光明的
摇篮》 第一次全面、 深入、 系统解读
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上海这座城市
的紧密关系， 兼具学术性和可读性，

是学习党史的生动读本。 比如， 书中
透露， “光明的摇篮” 一词， 来源于
毛泽东 1949 年上海解放时称赞上海
是 “近代中国光明的摇篮”。

正如熊月之所说， 这不仅仅是关
于中国共产党创立过程的细致描述，

更是着重于中共创立及其活动与城市
关系的综合探讨 。 他把目光聚焦于
“上海” 这座城市的特殊性上， 通过
丰富史料考证， 指出上海所具备的先
进思想文化的传播系统、 工人阶级与
先进知识分子的社会基础、 发达的水
陆交通系统、 便捷的邮政通讯系统、

可供依托的社会组织系统、 维持政党
正常活动的起码安全系数这六大因素
相互支撑， 使得近代上海成为较能满
足这六大支柱的中国最优城市， 由此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应运而生。

《伟大纪念日》 则以 7 月 1 日为
线索， 从 1936 年共产国际首次策划
庆祝中共成立 15 周年为起始 ， 到

1938 年 7 月延安举办 “纪念中共十
七周年” 的大型活动， 较为真实还原
了确立建党纪念日这一重要历史事件
的全过程。 党史专家吴海勇收集整理
了这一时期毛泽东、 陈独秀、 张闻天
等中共早期领导人关于建党的口头讲
述、 回忆文章等， 以关键人物为叙述
中心， 用文学笔法讲述中国共产党建
立的前前后后。

《星火》 选编 《世纪》 杂志已刊
文章， 通过大量亲历者个人回忆， 拨
开历史重重迷雾， 将有血有肉的党史
故事娓娓道来， 诠释了中国共产党历
经百年而风华正茂、 饱经磨难而生生
不息的伟大精神。

活化利用档案，打
造上海红色文化地图资
源库

除了汇聚上海学界的智慧资源，

沪上党史研究也让档案馆的资料
“活” 起来、 “动” 起来， 吸引更多
人尤其是青年一代学习党史、 了解党
史、 感悟党史。 “对于中国共产党留
给上海的红色资源、 红色传统和红色
基因 ， 不仅要保护好 、 管理好 ， 更
要开发好、 利用好。” 上海市中共党
史学会会长忻平以 《地图中的百年
上海 》 为例 ， 该书的最大长处是让
真实的历史说话 ， 让直观的地图印
证 ， 读来使人犹如回到历史场景之
中 ， 从一个为人忽视却又十分重要
的视角来为研究党史提供极为重要
史料和成果。

《地图中的百年上海》 由中共上

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 上海市测绘院编
制， 关注了1921年-2021年百年来上海
城市地理 ， 以时间为脉络 ， 以地图叙
说重大历史事件 ， 图文并茂讲述在党
的领导下取得的重大城市建设成就 ，

突出了上海独特的红色文化基因和城
市品格 ， 直观反映出不同历史时期上
海的城市变化 ， 打造上海红色文化地
图资源库。

书中收录事件和权威史料均来源
自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 市方志
办 、 市文物局等机构的公开出版物 。

地图来自上海市测绘院院藏史料地图，

尤其是多幅 1949 年以前的历史老地图
相当珍贵， 严谨详实。 图集编制紧扣事
件主题， 通过直接利用、 老图新绘、 做
新如旧 、 新旧对比等多种地图处理方
式， 还原当时上海城市风貌和事件发生
相关地理、 人文要素， 力求精准定位旧
址遗迹。

从红色地图中不难发现， 上海以其
独特的区位优势 、 海纳百川的多元文
化、 开放创新的城市气质， 成为介绍传
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基地和新文化运动
中心。 党诞生后， 中央机关长时间驻扎
在上海， 中共一大、 二大、 四大都在上
海召开 ， 许多重要党史事件发生在上
海， 许多老一辈革命家长期在上海工作
和生活。 这些都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历史
见证， 并在书中得到直观呈现， 让红色
地标亮起来。

由上海市档案馆编的 《初心的传
承———中国共产党人的家风》， 通过家
书、 家训、 图片等 240 余件珍贵档案资
料， 讲述了 30 位优秀共产党人特别是
老一辈革命家感人的家风故事。 该书将
一代代共产党人的优良家风立体生动地
呈现在读者面前， 诠释中国共产党人的
革命信仰与道德风貌， 是一部家风建设
“必修课” 的生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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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勋章”获得者吕其明深情告白：

“党就是我亲爱的母亲”
为人民创作，是上海电影代代相传的“功夫秘籍”

上海举行“光影颂歌———电影人永远跟党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电影音乐会

本报讯 （记者姜方） “在我的
生命里 ， 党就是我亲爱的母亲 。 我

10 岁参加新四军， 15 岁加入中国共
产党， 是党把我从一个一无所知的孩
子培养成一名有道德、 有理想、 有血
性的军人和敢于担当的文艺工作者，

带领我走上电影艺术的道路， 成为一
名电影作曲家， 是党教我怎么做人、

怎么做事 ， 党教导我做人要堂堂正
正 ， 坦坦荡荡 ， 品德高尚 ， 乐于奉
献。 没有党的培养就没有我今天的一
切 ， 我的内心充满着对党的感恩 。”

在昨晚举行的 “光影颂歌———电影人
永远跟党走 ”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电影音乐会上 ， 《红旗颂 》

的创作者、 不久前获得 “七一勋章”

的知名作曲家吕其明深情告白———将
一如既往，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以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的精神状态， 继续
为党为人民写作， 作出自己应有的努
力和贡献。

上影集团主办的这场音乐会将上
影的老中青三代电影人齐聚一堂， 以
诗、 以曲、 以歌、 以影， 向伟大的党
致敬， 向伟大的时代致敬。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 而上海电影也走过了百年历程。

这是上海电影人的一场热血回望， 通过
“开天辟地” “峥嵘岁月” “人民新声”

“春潮澎湃” “光影筑梦” “永远跟党
走 ” 六大篇章 ， 将百年党史上的大事
件、 大成就和有影响的先进模范人物，

与上影百年来的影片和大众耳熟能详的
电影音乐融为一体， 在红色光影和旋律
中， 回望上影人的倾情努力， 回望上影
人始终与党同心， 为人民创作， 创造了
中国电影史上的许多个第一， 涌现出一
大批艺术家。 他们先后被国家、 党中央
授予至高荣誉， 是中国电影的一座座丰
碑， 构筑起了电影人的理想信念高地。

为人民创作 ， 是上海电影代代相传的
“功夫秘籍”。

这个夜晚， 最动人的一幕莫过于吕
其明、 黄准、 赵焕章、 于本正、 牛犇、

达式常、 乔榛、 常光希等八位老一辈艺
术家 ， 在王丽萍 、 何晴 、 吴天戈 、 李
欣、 唐嫣、 陈龙、 王亚楠、 孙清的搀扶
下走上舞台， 并从青年电影工作者代表
手中接过了鲜花。 对于上海年轻一代的
电影人来说， 这是一场接力， 他们从前
辈那里接过红色薪火， 坚守为人民创作
初心， 向着新的征程启航。 今年， 在庆
祝建党 100 周年的日子里， 上海电影集
团连续推出了 《1921》 《大城大楼 》

《望道》 三部红色主题大片， 以及一大
批涵盖了动画、 网络大电影、 有声剧等
全品类的重点项目， 这些新作的主题曲
在音乐会现场奏响， 激荡出传承与奋进
的艺术力量。

音乐会在 《红旗颂》 的熟悉旋律中
拉开序幕， 在台上台下合唱 《没有共产
党就没有新中国》 的歌声中落下帷幕，

在场的每一个电影人都心潮澎湃， 感慨
万千。

高龄入党的著名演员牛犇对记者
说 ： “我对电影工作有一种特别的感
情， 不管时代怎样变化， 我始终坚持一
条， ‘演好的电影， 为人民服务。’ 作
为上影人， 我感到责任在肩， 要更加坚
守 ‘为人民创作’ 的人生追求。”

作为中坚力量的代表 ， 电影 《望
道》 的编剧贺子壮说： “以史为鉴， 映
照未来 ， 今日的我们更要坚定理想信
念， 铭记奋斗历史。” 电影 《大城大楼》

的导演谢鸣晓表示， 接过前辈传承， 要
为人民打造出记录时代的精品。

演员唐嫣表示， 自己作为一名年轻
演员， 要发扬前辈艺术家的光荣传统，

努力将更多好作品呈现给观众。

上海市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周慧琳
出席活动。

文化

在昨晚于上音歌剧院举行的 “光影颂歌———电影人永远跟党走”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电影音乐会上 ，

《红旗颂》 的创作者、 不久前获得 “七一勋章” 的知名作曲家吕其明深情告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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