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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第四批优秀历史建筑

“航空救国”——近代中国航协总部
长海医院飞机楼原为中国航空协会大楼。1935 年，
中国航空协会民间集资，征地 10 亩，建造中国
航空协会总部会所及陈列馆，由著名建筑师董大
酉设计，响应孙中山提倡的“航空救国”思想。
飞机楼结构分两部分：第一部分由机首和前翼组
成，共高三层，设会客室、纪念堂、祭台、航空
陈列馆和航空图书馆；第二部分由机身和尾翼组
成，高二层，多为航空协会的办公室。
1993 年 12 月 18 日飞机楼修复，由海协会会长
汪道涵题写“飞机楼”匾额。飞机楼现已用作第
二军医大学校史馆。

江湾体育场

S3 沪江大学历史建筑群，1906
S1 国立音乐专科学院
National Music Institude
民京路 918 号

Historic Architecture Complex of
Hujiang University
军工路 516 号

S2 闸北水厂老办公楼、水塔出水泵房

The old office building, water tower and effluent pump house of
Zhabei Water Plant 闸殷路 65 号

A3 旧上海市体育场
Old Shanghai Stadium
D3 国和路 346 号

A2 中国航空协会飞机楼

China Aviation Association Building
D2 长海路 168 号上海长海医院 12 号楼

A1 旧上海市图书馆
Old Shanghai Library
D1 黑山路 181 号

1935 年“远东第一大体育场”
江湾体育中心原名“上海市体育场”，是“大上
海计划”的重点项目之一，由建筑师董大酉设计，
建成于 1935 年，占地约 300 亩，成为当时“远
东第一大体育场”。
江湾体育场有四万人体育场、二千人体育馆和游
泳馆，建筑风格统一，材质一致。场馆区域内，
遍植树木，堆山造湖，辟有园林。这座体育场在
民国时期和新中国时期都曾举办过全国运动会，
厚重的历史由此略見一斑。
江湾体育场现在已经成为上海副中心五角场地区
的综合性休闲、娱乐、健身场所。

B 同济复旦校园线

“大上海计划”医疗中心建筑群局部
中原路 32 弄旧上海卫生试验所与上海市博物馆
同时施工，1935 年下半年竣工，由董大酉设计事
务所设计，陆根记营造厂承造。现为长海医院职
工住宅楼。
建筑采用砖石形式建造，屋面中部采用歇山顶，
两侧为庑殿顶，附以华丽的檐饰，檐下有斗拱，
上覆黄色玻璃瓦盖。墙面采用中国传统建筑装饰，
至今清晰依旧的“衞生”徽记，
“衞”拆字为 4 部分。
该卫生试验所属医疗卫生研究部门管辖。

江湾体育场
五角场

A7 旧上海市博物馆，1936

翔殷路

上海市第一批优秀历史建筑

近代教会大学哥特式建筑群
沪江大学由美国浸礼会于 1906 年创建。1914 年
正式定名为沪江大学。校园规划结构合理，其有
明确的功能分区和与之对应的空间特征，注重建
筑与室外环境行程一体。体现出哥特式校园氛围。
建筑建于 1900 年代至 1940 年代（部分建筑在
1950 年代以后进行过较大改建），形式各异，风
格统一，以后期罗马风风格和简化的哥特复兴样
式为主，多为砖混结构，清水红砖和双坡瓦屋顶
特征明显，建筑细部丰富。
沪江大学家属楼 108 号，建成于 1922 年，为上
海市第 4 批优秀历史建筑。

“大上海计划”政治中心
1934-1945 年民国上海市政府办公大楼
旧上海市政府大楼于建成于 1933 年 10 月 10 日，
是江湾“大上海计划”中新上海市中心区域的政府
大楼，同时也是 1934 年至 1945 年的民国上海市
政府的办公大楼。北面建有孙中山纪念堂，北广场
竖立了 9 英尺高的孙中山先生铜像，以纪念中国
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后在抗日战争中损毁。
市政府大楼采用中国传统建筑形式，为仿清代宫殿
式。底层基座围以栏杆，以大台阶直上两层门厅，
台阶中央有石雕；二、三层处理成木结构柱枋形
式；屋顶下有一夹层，外观为斗拱部位，从拱眼开
窗采光；绿色琉璃瓦屋顶，中部为歇山顶，两侧为
庑殿顶。此外，将传统宫殿的黄琉璃瓦改为青瓦，
墙体以白色，代表中华民国的“青天白日旗”。台
阶中央的石雕从底层一直延伸到二层平台，上面雕
有水、山、祥云和太阳，极具皇宫御道的气质。
新中国成立后，大楼归上海市行政干部学校使用。
1956 年 7 月新中国第一所体育高等学府上海体育
学院迁址江湾，上海市政府大楼就一直归其使用，
目前主要用做学院行政办公场所。

A5 旧上海市立医院，1934

A3 旧上海市体育场，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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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 沪江大学历史建筑群

A 江湾体育场线

A2 中国航空协会飞机楼，1935

闸北水厂仿古建筑群
闸北水厂前身为闸北水电公司制水厂，创建于
1911 年，1926 年由原来的恒丰路搬迁至现址。
老办公楼建造于 1926 年，为飞檐斗棋的仿古建筑，
砖混结构。
水塔建于 1926 年，初为尖顶葫芦形八角水塔，
钢筋混凝土结构，占地面积 109 平方米。1993
年水塔大修，内部结构稍作改动，将 4 层改为 5 层，
并将原混凝土葫芦顶改为琉璃宝塔顶，现为观赏
性建筑。
出水泵房建于 1926 年，为砼质斗棋的单层建筑，
砖混结构。1993 年底将其北面的小平房按该建筑
物的特色进行改造，形成浑然一体的效果。

A6 旧上海卫生试验所，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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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上海计划”主要公共文化建筑
1935 年 3 月 21 日，上海市立图书馆董事会成立，
当年 10 月，江湾新厦落成，次年 9 月开放，是
20 世纪 30 年代“大上海计划”中重要的历史建
筑之一。
图书馆楼高 25 米高，黄色琉璃瓦覆顶，外有飞
檐斗拱，内有梁枋藻井，远观是中国传统建筑，
实则使用钢筋混凝土结构。
如今老建筑“修旧如旧”，藏着许多新旧难辨的
细节。图书馆二楼专设“上海近代市政文献主题
馆”，以历史文献、建筑模型、全息投影等方式
立体展示“大上海计划”。

A 江湾体育场线

S2 闸北水厂老办公楼、水塔、出水泵房，1926

C 内江路线

A4 旧上海市政府大楼，1933

上海市第二批优秀历史建筑

近代中国第一所专业音乐学院
1927 年 10 月 1 日，蔡元培就任南京政府大学院
（后教育部）院长，在他的奔走下，政府通过了
萧友梅提出的创立国立音乐学院的计划。
1935 年 9 月底，学校与市京路 456 号（现民京
路 918 号）正式竣工，占地约一万平方米。建筑
面积 3903 平方米，两侧各有 16 间平房作练习房，
大楼前为花园，大楼后为运动场。主楼共 3 层，
第一层西翼为演奏厅，其余为专业课堂；第二层
西翼为办公室，东翼为图书阅览室；第三次为国
乐专业教室，中间设为播音室，占地面积 1330
平方米。1936 年 4 月，蔡元培在校园内植下一
株雪松，见证了中国第一所专业音乐学院的新生。

A 江湾体育场线

B 同济复旦校园线

A1 旧上海市图书馆，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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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 旧 上 海 市 博 物 馆
Old Shanghai Museum
D7 长海路 174 号

A6 旧上海卫生试验所

Old Shanghai Health Test Institute
D6 中原路 32 号

A4 旧上海市政府大楼

A5 旧 上 海 市 立 医 院

D4 清源环路 650 号

D5 长海路 174 号

Old Shanghai Government Building Old Shanghai Hospital

“大上海计划”全市医疗中心
旧上海市立医院是 " 大上海计划 " 建筑之一，于
1934 年动工建设。上海市立医院设想是全市医疗
中心，包含医药研究、疾病治疗和医学教学三种
功能，首任院长由国立同济大学校长翁之龙兼任。
抗战爆发后，市立医院被日军改为陆军医院，抗
战胜利后由国民党军队接管为陆军联勤总医院，
现为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使用。
旧市立医院建筑面积 4676 平方米，从总体布局
到建筑单位，采用典型的现代主义手法，兼有一
定装饰艺术风格的影响。外立面为浅灰色并饰有
花纹，采用中国传统建筑装饰，至今仍有清晰依
旧的“壽”字。建筑为三层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
1956 年按原建筑风格加盖一层为四层。其现代主
义风格与传统装饰的结合，彰显了”大上海计划“的
建筑风貌。

“大上海计划”主要公共文化建筑
旧上海市博物馆是“大上海计划”中的主要建筑
之一，由著名建筑师董大酉设计，为中国传统风
格和现代风格相结合，1934 年动工，1936 年建
成开放。建筑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大部分为两层，
门楼高四层，占地面积 1700 平方米，建筑面积
3430 平方米。
建筑形状仿北京的鼓楼，馆屋如城，外围长墙，
中间是一座盖有黄色琉璃瓦的高大门楼，门厅及
陈列厅内有朱红色柱子和传统的彩画、梁枋及藻
井。博物馆大门两侧各外伸一段，形成门字形广场。
大门入口为圆拱形，底层为方形门厅，中央两层
前面陈列厅之上有夹层，由此经露天楼梯可达顶
层门楼。门楼四周设置平台，可以远眺。
该建筑现为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影像楼。
1994 年 2 月 18 日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布为“上
海市优秀近代建筑”。

B1 叶家花园

B4 同济大学红色景观及建筑

E1 政民路 507 号

E4 四平路 1239 号

Ye's Garden

B2 复旦大学教学楼
校史馆、相辉堂
Fudan University

E2 淞沪路 2005 号

Tongji University

B3 陈望道旧居

Old house of Chen Wangdao
E3 国福路 51 号

B1 叶家花园，1923

B3 陈望道故居，1956

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C1 东区污水处理厂旧址，1923

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中西结合的花园，曾经的多功能娱乐场所
叶家花园位于政民路 507 号，肺科医院内，为浙
江镇海巨贾叶澄衷之子叶贻铨建造。花园在民国
12 年（公元 1923 年）建成，内设弹子房、舞场、
电影场、高尔夫球场等游乐场所。开放后不久，
其毗邻英商祥茂肥皂公司主人以人声喧嚣、烦扰
住宅安宁为由，向市政当局提出抗议。因慑于英
人淫威，市政当局遂勒令花园停业。

第一篇中文版《共产党宣言》翻译者陈先生故居
陈望道旧居位于上海市杨浦区国福路 51 号。这栋
小楼的二、三层曾是陈望道 1956 年到 1977 年
在复旦大学的寓所。旧居于 2014 年入选上海市
文物保护单位，由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和复旦大
学发起，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和上海市教育发展基
金会参与，辟建为《共产党宣言》展示馆，作为
复旦大学校史馆专题馆，长设“宣言中译 信仰之
源”主题教育展。

叶贻铨早年就读于圣约翰大学，业师是当时国立
上海医学院院长颜福庆。当听闻老师想筹建一所
专门医治肺结核病人的医院时，叶遂将叶家花园
捐赠。医院于民国 22 年建成，取名为“澄衷肺
病疗养院”，首任院长即为颜氏。

B2 复旦大学教学楼、校史馆、相辉堂，1905
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近代中国第一所私立高校
复旦大学初名复旦公学 , 是我国第一所私立高校。
教学楼 1926 年落成，该建筑占地面积 828 平方米，
建筑面积 2485 平方米。砖木结构，外立面浅灰色，
假 4 层，尖顶，正门前有高近 5 米的立柱，上托
凸出的拱形平台，平台周围有围栏。
校史馆建于 1920 年，原名奕柱堂，为中南银行
黄奕柱先生捐资修建。1929 年扩建两翼，建成四
面歇山、八角飞檐的小楼。抗战时，东侧屋顶被
掀去一角，战后修复。现该建筑砖木结构，占地
面积约 480 平方米，建筑面积约 970 平方米。
相辉堂原名登辉堂，1921 年建，原为男生第一宿
舍。抗战中被日军炮火炸为空壳。1947 年初兴建，
6 月落成，由吴稚辉题堂名。1984 年大修后，改
名为相辉堂，以纪念马相伯、李登辉两位前校长。
该建筑为两层平顶楼房，砖木结构，外立面为白
色，门窗红色，占地面积 890 平方米，建筑面积
1780 平方米，正门有桥形外楼梯。

上海市第四批优秀历史建筑

C 内江路线

展馆分为两大主题陈设：“宣言中译 信仰之源”
展示《共产党宣言》的诞生、中译和影响，彰显
上海红色起源地的精神与传承；“千秋巨笔 一代
宗师”介绍《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译者陈望
道的生平事迹，勾勒作为社会活动家、教育家、
思想家、学者的陈望道的光辉人生。

民国 26 年 11 月上海沦陷，花园被侵华日军占领，
抗战胜利后，医院由国立上海医学院收回，解放
后改为第一结核病防治院，后改为肺科医院，今
天叶家花园仍为医院的组成部分。叶家花园建成
已近百年，那些山、水、亭、台仍是旧日模样，
更有郁郁葱葱的古树平添静谧和幽雅。

C3 裕丰纺织株式会社旧址，1922

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D1 杨树浦水厂，1988

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远东地区最早的污水处理厂
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布的第三批上海市优秀历史建
筑。该厂始建于 1923 年，是近代上海公共租界，
甚至是远东地区最早的同类市政建设基础设施，
是亚洲最老的污水处理厂。东区污水处理厂现名
为上海市东区水质净化厂，由英国人投资、设计、
建造。从最初建成到历次扩建的各种建筑、构筑
物以及工厂格局完整保存，至今仍能正常运行，
是当代上海乃至亚洲地区极为珍贵的工业遗产。
虽然随着 2010 年虹口港、杨浦港两港截流以及
市内污水管网、排水系统的调整，该厂的日均处
理量已经从初建时的 1.7 万吨降到了 2000 吨左
右、远低于鼎盛时 4 万吨的规模，但仍然在坚持
运行。在未来，作为市内工业旅游的一处景点，
该厂也将适应形势积极转型，打造包含水体展示
功能在内的城市排水综合体。

C2 密丰绒线厂旧址，1934

上海市青少年教育基地

同济英烈的纪念地，告慰为革命献身的校友
为了纪念在“反迫害，争民主”的学生运动中牺
牲的爱国学生和民主革命时期献身的同济英烈，
同济大学学生运动纪念园于 1985 年 5 月建成，
是上海市青少年教育基地。
纪念园占地面积 4400 平方米，园内有在“五卅”
爱国运动中牺牲的校友尹景伊烈士的塑像，有“左
联”五烈士之一、校友殷夫和敌后抗日县长、校
友袁文彬烈士的浮雕像，有参加爱国运动的同济
学子浮雕群像，还有镌刻在乳白色大理石上的殉
难于重庆中美合作所“白公馆”的周均时校长等
部分为国捐躯的师生英名。
目前，一二九纪念园对学生免费开放，可举行 18
岁成人仪式、入团 ( 队 ) 仪式等。

几经易主的轻工业建筑，远东首屈一指的绒线厂
上海密丰绒线厂为上海第十七毛纺厂的前身，民
国 21 年创建于杨树浦鄱阳路（现波阳路）400 号，
占地 70 亩。民国 23 年 5 月建成投产。主要产品
有三蜂牌、蜂房牌、杜鹃牌绒线。是年生产绒线
和针织绒 60 余万磅，向国内绒线市场倾销。民
国 29 年产量达 244 万磅，成为远东首屈一指的
绒线大厂。

上海市第四批优秀历史建筑

C1 东区污水处理厂旧址
Site of Shanghai Eastern District
Wastewater Purification Plant

C3 裕丰纺织株式会社旧址
Site of Yufeng Textile Co., Ltd.
杨树浦路 2866 号

河间路 1283 号

C2 密丰绒线厂旧址

Site of Mifeng Wool Factory
波阳路 400 号

C4 上海工部局电气处新厂旧址

Site of New Factory of Electrical Department
of Shanghai Ministry of Industry
杨树浦路 2800 号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民国 31 年 2 月，被日军接
管作为军用仓库。英商经理、厂长被日军抓进集
中营，中国职工被解散。抗日战争胜利后，英商
经理、厂长释放回厂，陆续召回职工，恢复生产。
民国 37 年产量达 160 余万磅，但与民国 29 年相
比产量下降 34.2%。上海解放后，该厂再次扩大
企业规模。1950 年，从英国进口整套毛条制造设
备，扩建拣毛、洗毛和梳条车间，成为全能绒线厂。
1953 年 5 月起，由自产自销改为由上海中百公
司加工代纺。1956 年 1 月，又改为由上海中百
公司包销。1959 年春，英商向市政府申请转让，
经批准于 6 月 1 日转为国营上海茂华毛纺厂（1966
年 10 月，易名为国营上海第十七毛纺厂）。

裕丰纺织株式会社系日商大阪东洋株式会社于
1922 年在上海开办的纱厂，到 1935 年全部建
成。该厂生产著名的“龙头细布”。1946 年裕丰
纱厂被没收，改为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上海第十七
纺织厂，1949 年又改名为国营上海第十七棉纺织
厂。王洪文曾在该厂担任保卫科干部。21 世纪初，
国棉十七厂整体搬迁至江苏大丰市，原址由平野
勇造设计的锯齿形厂房改为上海国际时尚中心。
2014 年 4 月 4 日，裕丰纺织株式会社旧址列为
第八批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在上海，王根英居住过的通北新村 13 号，早
些年还能见到一排老式房屋，屋檐下散放着两
把椅子、面盆架、水缸、水盘等物品，屋前的
天井里植有各种花草树木。尽管斯人已去，物
是人非，但王根英为民族解放献出生命的事迹
会被永远铭记。此刻，让我们在这里静静地缅
怀她。

上海市第四批优秀历史建筑

保护利用状况：杨树浦水厂内各类建筑的
总面积达 1.28 万平方米，砖混结构，朝向
各异。现用作厂房核办公楼，保存完好，
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城堡式厂房
为“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

D2 圣心医院，1875
上海市第一批优秀历史建筑

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为配合国家能源政策的调整和环保要求的提高、
实现节能减排，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杨树浦发
电厂的 2 号发电机组已于 2010 年 12 月 18 日停
止运行。厂内现存有 20 世纪初建造的办公楼、
机房、取水口等 6 处工业遗址。

眼前这方纪念碑所在的地方，原是通北路上的
通北新村 13 号。这里曾有一座青瓦盖顶、水
泥粉墙的小屋，是抗日英雄王根英生活过的地
方。1939 年，在王根英担任八路军一二九师
政治指导员期间，师部和学校驻地遭日军突袭。
撤退时，她把分配给自己的骡子让给伤员骑。
在随警卫部队冲出驻地村庄后，她发现装有公
款和文件的挎包未曾带出，立刻折返村中去取。
就在再次突围中，她不幸与敌人遭遇，壮烈牺
牲。王根英去世后，陈赓曾写道：“三八，是
我不可忘记的一天，也是我最惨痛的一天。”

特点：厂区内英国古典城堡式建筑群是上
海市近代优秀建筑文物，且为全市仅有建
于企业单位的近代建筑，上海市人民政府
列为浦江两岸综合开发重点保护、保留单
位。

C4 上海工部局电气处新厂旧址，1908

现代式工业厂房。透平车间：建于 1912 年，单
层钢结构。1 号锅炉房：建于 1913 年，多层钢框
架结构。2 号锅炉房：建于 1938 年，十层钢结构，
有 110 米高的烟囱。

抗日英雄的事迹永远被铭记

简介：位于上海市区东部，杨浦大桥浦西
段西侧，占地面积 12.9 万平方米，是全国
供水行业建厂最早、生产力最强的地面水
厂之一。建筑的外形为英国传统城堡形式。
2013 年被列入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2018 年 1 月 27 日入选中国工业遗产
保护名录第一批名单。

民国时期日商创办的纱厂
裕丰纺织株式会社旧址是中国上海市的一组历史
建筑，位于杨浦区定海路街道杨树浦路 2866 号，
西侧是杨树浦发电厂。

近代上海电力工业发展的见证
上海工部局电气处新厂旧址位于如今的上海电力
股份有限公司杨树浦发电厂内，上海 1882 年始
有电灯，英商先后在苏州河边建过 3 个电厂。
1908 年工部局设电力处，收购老厂并在杨树浦建
大厂，1913 年供电。1929 年美国国外电力公司
购进该厂，改名为上海电力公司，垄断上海用电。

上海市第二批优秀历史建筑

近代中国建厂最早，生产力最强的地面水
厂之一

D 杨树浦线

杨树浦水厂始建于 1881 年 8 月，隶
属于上海市自来水市北有限公司。

B4 同济大学红色景观及建筑

D3 王根英烈士故居遗址，1988

上海市第二批优秀历史建筑

D4《义勇军进行曲》
纪念地
The Memorial of the March
of the Volunteers

D2 圣心医院

Sacred Heart Hospital

D1 杨树浦水厂

Yangshupu Waterworks

D3 王根英烈士故居遗址

The Site of the Former Residence
of Martyr Wang Genying

近代上海教会医院的典型，保存较好的教堂式建筑
圣心医院位于杭州路 349 号。自二十世纪上半叶几经
变迁，其中最老的建筑已经历了近九十载时光，在承
担着治病救人的神圣职责之外，还承载着独特的历史
与艺术价值。近一个世纪的岁月过去了，杭州路 349
号一直传承着这些建筑所承载的初心，无论属于何种
宗教背景，无论是私营还是国有，她都一如既往地坚
守着治病救人的天职，播洒着仁爱奉献的医心。

D4 《义勇军进行曲》纪念地，1875
上海市第一批优秀历史建筑

应国歌而生的纪念广场
国歌纪念广场位于上海中心城区之一的杨浦区内环
内，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捷。该广场占地约 2.7
万平方米，是一个大型开放式圆形广场，寓意《义
勇军进行曲》从上海唱响后，传遍大江南北。广场
中央矗立着一座独特的主题雕塑，其造型为一面经
过战争和历史风云洗礼的国旗，另一面则为充满造
型肌理和斑驳色彩的国旗。

S3 浦江饭店，1846

S1 五卅烈士墓遗址，1928

追寻红色记忆 - 虹口区选点一览

同济大学

G 鲁迅公园线

E 四川北路线
F 景云里线

S2 中共四大纪念馆

S4 麦伦书院遗址

四川北路 1468 号

高阳路 690 号

S1 五卅烈士墓遗址

S3 浦江饭店

新同心路 1 号

黄浦路 15 号

新同心路 1 号

E1 拉莫斯公寓鲁迅旧居 ，1927

反帝国主义革命运动的先烈纪念
“五卅烈士墓遗址”为 1928 年落成的“五卅殉
难烈士墓”遗址，烈士墓于 20 世纪 40 年代因战
被毁；根据文献记载曾设有碑亭和墓体一组。当
下已经没有实体纪念物存留，仅有一遗址标示勒
石设置于新同心路虹口区第六中心小学边门旁。
1925 年 5 月 30 日上午，为了抗议上海日商内外
棉纱厂资本家枪杀顾正红，要求释放因声援工人
罢工而被捕的学生，反抗租界当局的压迫，3000
多名学生和部分工人到公共租界各马路进行演讲
宣传。当天傍晚，老闸巡捕房门前聚集愤怒的群
众上万人，大家高呼反帝口号；英国捕头竟下令
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酿成震惊中外的五卅惨
案。
五卅烈士用生命激起了全国人民反帝国主义的觉
悟，以此为契机开展革命运动；同时各地的党组
织和共青团组织也在革命运动中得以发展壮大。

E4 内山书店旧址 ,1917

四川北路 2093 号 4 室

黄浦路 15 号

E 四川北路线

中国最具历史底蕴的经典酒店，上海著名的里程碑建筑
浦江饭店原名理查饭店，始建于 1846 年 ( 清，道光二十六年 )，是中国第一家
西商饭店。1907 年扩建为具有新古典主义维多利亚巴洛克式建筑，其建筑大体
可分为黄浦路楼、金山路楼、大名路楼、中楼和交易大厅五大部分，五大部分
在建筑结构上连成一体，并保持了原有的建筑风格，它是当时上海最豪华的西
商饭店，也是中国及远东最著名的饭店之一。虽经历了一百五十多年的历史变迁，
但仍然保持着其原有的建筑风貌和历史痕迹。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周恩来在以黄浦路 15 号的浦江饭店为圆心不超过 3000 米
的街区中，神出鬼没地开展中共地下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酒店经过多次修缮，但均保持了 20 世纪初的新古典主义风格，在
酒店内部也尽可能维持原有空间结构，没有像普通星级酒店一样配备泳池等设
施，旨在保护建筑原貌，坚守海派文化。

四川北路 2050 号

内山书店是鲁迅晚年在上海的重要活动场所。
现四川北路 2050 号，日本友人内山完造开设，
1929 年选现址。鲁迅常来内山书店购书、会客，
并一度在此避难。书店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桥梁。
1998 年 9 月 25 日，中国工商银行虹口支行、虹
口区文化局、鲁迅纪念馆在此隆重举“内山书店
纪念式揭幕仪式”。该书店由日本侨民内山完造
于 1917 年创建，占地面积 676 平方米，建筑面
积 1494 平方米，书店面积 979 平方米，砖木结
构假三层，坐北朝南，具日本建筑风格。一层为
米白色花岗石贴面，二层为淡黄色水泥拉毛墙面，
扁圆拱形窗，北面有小型院落。

E2 拉摩斯公寓冯雪峰旧居，1930

E5 太阳社旧址，1928

四川北路 2099 号地下室

四川北路 1999 弄 32 号

革命著作诞生地

S2 中共四大纪念馆，2006

S4 麦伦书院遗址，1898

四川北路 1468 号

高阳路 690 号

“事为魂、史为桥、讲述会议”的历史展示馆

历经时代洗礼的民主堡垒与爱国先锋

纪念馆位于上海市虹口区四川北路绿地公园内，
建筑面积为 3180 平方米，展览面积约 1500 平
方 米， 由 序 厅、 主 展 厅、 影 视 厅 和 副 展 厅 等 组
成。中共“四大”原址在虹口区东宝兴路 254 弄
28 支弄 8 号，当年的房屋已于一二八事变中毁于
战火。2006 年，虹口区在多伦路 215 号建立了
186 平方米的中共“四大”史料陈列馆。
中共“四大”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这
次大会对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比较系
统的探讨，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无产阶
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为
党的不断发展壮大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纪念馆以一种抽象的方式复现中共四大召开时期
的历史环境意象，使参观者能够对这一历史事件
获得切身的体验。

前身是英国教会伦敦会于 1898 年在上海创办的
麦伦书院。创办之初的 30 年里，这里是一所典
型的奴化教育和宣传宗教的洋学堂。1927 年改名
为私立麦伦中学。沈体兰先生任校长的二十年间，
提出了“科学、进步、民主”的办学思想，以爱
国精神和救国能力为宗旨。
1939 年麦伦成立了第一届中共地下支部，至解放
前夕发展至近百名党员。麦伦的学生自 1933 年
起就是上海中学生运动的一支重要力量，抗日战
争时一大批麦伦学生奔赴延安等地，走上抗日烽
火的第一线。直到解放，在长达 16 年的历史中，
麦伦师生历经战斗洗礼，校史中记载有“八烈士”
的英勇事迹，使学校成为沪上有名的“民主堡垒”，
而麦伦学生成为“学运先锋”。
原书院大部分建筑已不复存在，在原有书院旧址
及周边新建成为今天的上海市继光高级中学，原
书院科学馆被改造为如今的继光体育馆。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沃土
丰乐里 32 号原是“苏广成衣铺”，楼下是营业部，
楼上即太阳社成立处。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文
化人纷纷来到上海。1928 年 1 月，蒋光慈、钱杏邨、
孟超、杨邨等人根据瞿秋白的指示，在此发起成
立了太阳社，主要成员有林伯修（杜国庠）、夏衍、
洪灵菲、戴平万、刘一梦、顾仲起、楼适夷、殷
夫、冯宪章、任钧、祝秀侠、迅雷、圣悦（李平
心）、王艺钟、童长荣等，并创办了《太阳月刊》。
2003 年 12 月 16 日，“太阳社”旧址被虹口区
人民政府公布为虹口区登记不可移动文物，2006
年 1 月 5 日又被虹口区人民政府公布为虹口区历
史遗址纪念地。现该处为民居。

上海冯雪峰旧居，位于四川北路 2099 号，冯学
峰 (1903—1976)，浙江义乌人，原名冯福春。
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家、文学翻译家、作家和诗人、
鲁迅研究专家。中国革命文学奠基人之一，左联
党团书记。1930 年 5 月—1933 年 6 月，冯雪峰
居住于此。拉摩斯公寓现为民居。为英国人拉摩
斯所建的钢筋混凝土四层建筑。2004 年 1 月 13
日，虹口区人民政府公布拉摩斯公寓为虹口区文
物保护单位。2005 年 10 月 31 日，被上海市人
民政府公布为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

E3

淞沪铁路天通庵路站遗址，1896

Feng xuefeng's old home
四川北路 2099 号地下室

E3 淞沪铁路天通庵路站遗址
Song hu railway tiantong an road
station site
宝山路 888 号

E1 拉莫斯公寓鲁迅旧居
Lu xun's former residence
四川北路 2093 号 4 室

B4B6

E6 中共上海区委机关旧址，1926

宝山路 888 号

E2 拉 摩 斯 公 寓 冯 雪 峰 旧 居

F 景云里线

中日文化交流的桥梁

《为了忘却的记念》等著作诞生地
这是一所上海著名的老公寓，文化底蕴非常浓郁。
据说在民国时期，鲁迅和冯雪峰也曾经居住过在
拉莫斯公寓。这其实原本是一幢四层楼式的钢筋
混凝土的普通公寓（后来加盖了一层），由英国
人 Ramous（拉摩斯）建造。 2004 年 1 月 13 日，
虹口区人民政府公布拉摩斯公寓为虹口区文物保
护单位。2005 年 10 月 31 日，被上海市人民政
府公布为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思想家、文学家
鲁迅先生曾经在这里住过 3 年，当时门牌是北四
川路 194 号Ａ 3 楼 4 室。并在这里写下了大量的
投枪似的杂文。

山阴路 69 弄 69 号 70 号

中国现代史上重要的战场遗址
淞沪铁路是我国第一条营运铁路，又称为吴淞铁
路，始建于 1896 年。1897 年，清政府重修淞沪
铁路，改窄轨为标准轨道，全长为 16.09 公里，
沿线设宝山路站、天通庵路站、江湾站等八个站。
1898 年竣工并恢复营运，客货兼营。淞沪铁路天
通庵站位于天通庵路、同心路、宝山路交汇处，
南距宝山路站 1.69 公里，北距江湾站 3.05 公里。
2006 年公布为区历史遗址纪念地，2007 年虹口
区人民政府在天通庵路、同心路路口设立了遗址
纪念保护标志。

E4 内山书店旧址

The old uchiyama bookstore
四川北路 2050 号

E6 中共上海区委机关旧址

The former site of the CPC Shanghai
district committee

E5 太阳社旧址

The former site of the sun society
四川北路 1999 弄 32 号

山阴路 69 弄 69 号 70 号

暴风骤雨中的 " 红色秘密基地 "
罗亦农在 1926 年担任中共上海区委书记时，将
机关设在了恒丰里 83、84 号（今 69、70 号）。
1927 年改设为中共江苏省委机关旧址，位于上海
市虹口区山阴路 69 弄 90 号（原施高塔路恒丰里
104 号），是一幢坐北朝南砖木结构单开间三层
新式石库门住宅。所在的恒丰里属于上海市第四
批优秀历史建筑。为早期石库门里弄，为 3 层及
假 3 层的砖木结构石库门房屋，将石库门为中轴
线，石库门门头的式样有弧形和三角形的两种。
遗址现为民居，目前仍在使用，利用状况良好。
存在一些居民自发搭建，立面砖墙有破损和不当
修复。

F2 郭沫若旧居

Guo moruo's former residence
多伦路 201 弄 89 号

F3 景云里柔石旧居

Rou Shi's former residence
四川北路 2099 号地下室

F1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
会旧址纪念馆
The memorial hall of the founding
conference of the left-wing writers'
league of China
多伦路 201 弄 2 号

F1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会址纪念馆，1930

F4 景云里鲁迅旧居，1925

多伦路 201 弄 2 号

G1 鲁迅公园，1988

上海市第四批优秀历史建筑

革命文学工作者的摇篮。

四川北路 2288 号

G 鲁迅公园线

革命文学青年建立友谊的摇篮，进步文学发源地
景云里位于上海市虹口区横浜路 35 弄，创建于
1925 年，它西临横浜路，东临多伦路，弄内有
三排坐北朝南、砖木结构的石库门三层楼房。
八十多年前，这里是文化人聚集的地方，1927—
1930 年，鲁迅居住于此，他与茅盾、叶圣陶、柔
石、冯雪峰等一道，倡导左翼文化，构建文化理想，
谱写了中国革命史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光辉篇
章。石库门式住宅，砖木结构，三层，坐北朝南。
石库门位置设在中轴线上，乌漆大门，铜质大环，
花岗石门框，主屋有 4 扇或 6 扇落地长窗。屋后
有单层灶间，上为晒台。

多伦路 201 弄 2 号（原窦乐安路 233 号）系中华
艺术大学旧址，学校自 1929 年 2 月迁至此处。
1930 年 3 月 2 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校内一
间教室中召开成立大会，通过《中国左翼作家联
盟的理论纲领》等。1980 年 8 月被上海市人民
政府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原有居民居住，
在多伦路 145 号（原中华艺大宿舍）设纪念馆。
2001 年纪念馆迁回原址，陈列展出实物、文献和
照片四百多件，藏有文物、资料、图书 2000 多件，
是今天宣传研究左联的重要机构。参观免费限流，
周一闭馆。

底蕴丰富的历史文化纪念公园，
著名爱国运动和民主运动阵地
鲁迅公园原名虹口公园，1956 年鲁迅诞辰 75 周
年，市政府将鲁迅墓由万国公墓迁到该公园，
1988 年改名鲁迅公园。公园内包括鲁迅墓、尹奉
吉义举纪念地等。鲁迅墓正南向，平面呈□形，用
苏州金山花岗石砌成，建筑面积 1600 平方米。
经百年的历史积累和不断改造建设，公园保留了
英国公园的布局形式，保留了南大门、饮水器等
历史景观和紫薇等百年大树，而且揉和了中国造
园艺术，形成了上海城市公园特色，成为一座名
闻遐迩的纪念性文化休闲公园。

F2 郭沫若旧居，1927

F5 景云里矛盾旧居 ,1927

G2 虹口公园爆炸事件遗址，1998

多伦路 201 弄 89 号

上海市第四批优秀历史建筑

四川北路 2288 号

革命文学青年建立友谊的摇篮，进步文
学发源地，《蚀》三部曲诞生地
景云里位于横浜路（原东横浜路）35 弄，是一处
外观普通、占地不到 3 亩的老式石库门小区。 石
库门里弄样式，拥有坐北朝南的三排三层的石库
门楼房群 32 幢，建筑面积约 2400 平方米，故居
为其中一户。里弄僻静，具有生活气息。建筑保
存良好，尽端有私人花园，为里弄营造良好的居
住环境。茅盾 1927 年因躲避通缉，秘密住进景
云里 11 号。他足不出户，蛰居 10 个多月，在苦
闷和彷徨中创作了《蚀》三部曲，包括《幻灭》、
《动摇》和《追求》三个中篇。在这里他开始用
茅盾作自己的笔名。

新文化运动巨匠故居，《浮士德》第二部诞生地
郭沫若多伦路旧居位于多伦路 201 弄 89 号，为
坐东朝西二层楼房。1927 年 11 月，郭沫若因被
国民党政府通缉，辗转来沪隐居于此，在此期间，
郭沫若补译了歌德的名著《浮士德》，1982 年 2
月离开前往日本千叶。现为民居，2004 年公布为
区历史遗址纪念地。1927 年南昌起义失败后 , 郭
沫若被通缉 , 他于 11 月辗转来到上海 , 潜居于窦
乐安路 110 号 , 今多伦路 201 弄 89 号。此处故
居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山墙上挂有虹口区人民
政府于 2004 年 1 月 31 日公布、虹口文化局设立
的授牌，有“虹口区历史遗址纪念地 郭沫若多伦
路旧居”字样。

F3 景云里柔石旧居 ,1928

F6 景云里冯雪峰旧居，1925

四川北路 2099 号地下室

F4 景云里鲁迅旧居

“左联五烈士”之一旧居，小说《二月》诞生地
横 浜 路 景 云 里 23 号 柔 石 旧 居（ 鲁 迅 住 了 近 一
年，把空下的 23 号留给柔石）。1928 年 9 月至
1930 年 7 月，柔石在此居住。1930 年 3 月 2 日
下午左联正式成立。柔石参与左联机关刊物《萌芽》
月刊的编辑工作。同年 5 月，柔石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不久，他与胡也频、冯铿以左联代表身份，
参加在上海秘密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
横浜路 35 弄景云里 ,1925 年建造 , 砖木结构三层
建筑；石库门里弄样式，拥有坐北朝南的三排三
层的石库门楼房群 32 幢，建筑面积约 2400 平方
米，故居为其中一户。里弄僻静，具有生活气息。

“纪念故人，祈愿和平”, 中韩两大 民族
联合御侮、团结抗日的新起点
1932 年 4 月 29 日上午，日军在虹口公园露天音
乐台举行淞沪战役祝捷阅兵大会，韩国人尹奉吉
乔装入场用自制水壶炸弹炸死日本侵沪军多人并
身受重伤当场被捕，同年 12 月 19 日在日本金泽
英勇就义，年仅 25 岁。1998 年，在虹口公园爆
炸案遗址树起纪念石碑，以中韩两国文字简要记
述尹奉吉生平及其义举。

Lu xun's former residence
横滨路 35 弄 17 号、18 号

F5 景云里矛盾旧居

Mao Dun's former residence

F3 景云里冯雪峰旧居

Feng xuefeng's former residence
横滨路 35 弄 23 号

横滨路 35 弄 11 号甲

G3 上海鲁迅纪念馆，1951
甜爱路 200 号

革命文学青年建立友谊的摇篮，进步文学发源地
景云里建造于 1924 年，只有坐北朝南的 3 排三
层小楼，、是具中国特色的居民住宅。这里的建
筑吸收了江南地区民居的式样，以石头做门框，
以乌漆实心厚木做门扇，总体布局采用了欧洲联
排式风格。景云里包括横浜路 35 弄 1—30 号，
是石库门里弄住宅，建于 1925 年。因在二十世
纪二、三十年代曾住过多位文化名人，被虹口区
政府于 2004 年公布为区纪念地。二、三十年代
鲁迅、陈望道、茅盾、叶圣陶、冯雪峰、周建人、
柔石等一大批名人居住在此，从事创作、编刊、
领导和组织革命文学活动，有历史文化名里之称。

G1 鲁迅公园

G3 上海鲁迅纪念馆

四川北路 2288 号

甜爱路 200 号

G2 虹 口 公 园 爆 炸
事件遗址
四川北路 2288 号

以鲁迅故居、鲁迅墓、生平陈列三位一体
新中国第一个人物性纪念馆
上海鲁迅纪念馆始建于 1951 年，后于 1999 年
重新设计建成。原建筑在保留的指导下原拆原建，
新的纪念馆建筑在保留建筑的后面，均以新结构、
新技术、新设备新建。
上海鲁迅纪念馆为新中国第一座人物类博物馆，
为国家一级博物馆、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鲁迅纪念馆自然交融在公园园景及鲁迅墓地整体
之内，不追求高大，规模尺度，而求其融合平和，
掩映在绿色怀抱之中。建筑风格上是江南水乡建
筑的发展，成为雅韵其中、格高一筹的名人纪念
性建筑。

上海红色建筑景观地图
建筑景观遗产保护涉及众多专业和领域，成为法律、经济、文化、
社会等方面的聚焦点，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密切关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倡导平等、公正、法治、敬业、诚信、友善等，而这些价值观在遗产
的合理、合法的保护中表现得尤为重要。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作为国内第一个开设“历史建筑保护工程”专业的高校，拥有丰富的资源
和研究实力。此次聚焦上海杨浦区、虹口区的历史建筑遗存现状调研与
分析，旨在增进大家对该地区建筑遗产保护现状的了解，进一步提高建
筑历史和理论水平，开拓创新性的研究思路；同时，最终成果对推广和
普及历史建筑知识，提高公众历史建筑保护意识也有较好的推动作用。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研究生第四党支部、景观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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