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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红色记忆 -黄浦区选点分布 追寻红色记忆 -黄浦区选点分布

A 五四片区 B 复兴公园片区 C 太平桥公园片区

序号 级别 名称 地址

1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 淮海中路567弄6号

2 文物保护点
五四运动时期进步团体会所旧址（上海学生联合

会会所旧址）
淮海中路567弄14号

3 文物保护点 杨杏佛旧居 南昌路100弄7号

4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新青年》编辑部旧址 南昌路100弄2号

5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中华职业教育社旧址 雁荡路80号

6 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大同幼稚园旧址 南昌路48号

7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旧址 南昌路180号

8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鲁迅全集》编辑部旧址暨许广平旧居 淮海中路927弄64号

9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盛丕华旧居 淮海中路927弄56号

10 文物保护点 明德里（杨贤江旧居遗址） 延安中路545弄

11 文物保护点 李硕勋旧居 延安中路545弄15号

12 文物保护点 中共中央无线电训练班旧址 巨鹿路391弄12号

序号 级别 名称 地址

1 文物保护点 中共江苏省委机关旧址 巨鹿路211弄（同福里）16号

2 文物保护点 民治新闻专科学校旧址 长乐路39号

3 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中国青年》编辑部旧址 淡水路66弄4号

4 文物保护点 沙千里旧居 太仓路230号住宅

5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宿舍旧址 太仓路127号

6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中国科学社暨明复图书馆旧址（中国民主促进会

成立地）
陕西南路235号

7 文物保护点 中国农工民主党早期中央机关旧址 绍兴路41号

8 文物保护点 艾青旧居 淡水路214弄4号

9 文物保护点 《新少年报》社旧址 自忠路355号

10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发布命令地点 自忠路361号

11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 兴业路76号

12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黄陂南路374号

序号 级别 名称 地址

1 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 香山路7号

2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上海中山故居 香山路7号

3 柳亚子旧居 复兴中路517号

4 史良旧居 复兴中路553弄1号

5 何香凝旧居 复兴中路553弄8号

6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纪念馆（周公馆） 思南路73号

7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周公馆）旧址 思南路73号

8 吕班公寓（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旧居） 重庆南路185号

9 上海局策反委员会机关旧址 复兴中路485弄11号三楼

10 钱杏邨、蒋光慈旧居 重庆南路205弄38号

11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中国农工民主党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会址 淡水路332弄1号

12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韬奋故居 重庆南路205弄54号

13 蔡廷锴旧居 绍兴路18弄

14 秦鸿钧金神父路电台旧址 瑞金二路148号三楼

15 文物保护点 杨度旧居 建国中路155弄13号

A  五四片区

B  复兴公园片区

C  太平桥公园片区



A 五四片区

A1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
团中央机关旧址
 淮海中路 567 弄 6 号

A2 五四运动时期进步
团体会所旧址（上海学
生联合会会所旧址）
 淮海中路 567 弄 14 号

A3 杨杏佛旧居
 南昌路 100 弄 7 号

A4《新青年》编辑部旧
址
 南昌路 100 弄 2 号

A5 中华职业教育
社旧址
 雁荡路 80 号

A6 大同幼稚园旧
址
 南昌路 48 号

A7 第一次国共合
作 时 期 国 民 党 上
海执行部旧址
 南昌路 180 号

A8《鲁迅全集》
编 辑 部 旧 址 暨 许
广平旧居
 淮海中路 927 弄 64 号

A9 盛丕华旧居
 淮海中路 927 弄 56 号

A10 明 德 里（ 杨 贤
江旧居遗址）
延安中路 545 弄

A11 李硕勋旧居
 延安中路 545 弄 15 号

A12 中 共 中 央 无 线
电训练班旧址
 巨鹿路 391 弄 12 号

A1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1917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A2 五四运动时期进步团体会所旧址，1917
文物保护点

简介：上海市淮海中路 567 弄 6 号（原霞飞路新渔阳
里 6 号）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所在地，
上世纪 60 年代被列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1 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在
此筹建，2004 年建成开放，淮海中路 567 弄 1 号至
6 号石库门建筑群纳入纪念馆范围。纪念馆展厅有大
量珍贵的历史图片、历史资料和物品，集中再现了 90
多年来我国青年运动蓬勃发展的光辉历程。

建筑及景观特点：旧址建于 1917 年，坐北朝南。占
地面积 779.8 平方米，为两层楼砖木结构石库门建筑，
体现了中西文化融合的风格。

和党史相关的内容：民国九年（1920 年 8 月 22 日），
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领导下，经上海共产主义小
组领导人陈独秀倡导，俞秀松、李汉俊、陈望道、袁
振英等 8 名青年在渔阳里发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社会
主义青年团——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

保护利用状况：现为上海党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场地保护利用状况较好，存在以下问题 1. 展馆建
于居民楼旁，人员冗杂，不利于保护管理。2 展品互
动性较弱，缺乏趣味性和引导性。

建议参观 / 可参观 / 不可参观（三选一）
可参观

简介：五四运动时期进步团体会所旧址（上海学生联
合会会所旧址）位于上海市淮海中路 567 弄 14 号（原
霞飞路新渔阳里 14 号）是五四运动时期进步团体会所
旧址（上海学生联合会会所旧址），上世纪 60 年代被
列为文物保护点。它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共产
党的创建密切相关，旧址展示了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
产党创建的壮阔历史。

建筑及景观特点：建于 1917 年，为石库门建筑，整
体建筑风格与周边的上海里弄融为一体。石库门最典
型的特征是中西合璧，具有着江南传统二层楼的三合
院或四合院的形式 , 而在总体上采用的联排式布局却
来源于欧洲 , 外墙细部有西洋建筑的雕花图案等。

和党史相关的内容：上海 31 所学校的 81 名学生代表
在复旦大学开会，协商成立上海学生联合会，当场起
草并通过了学联章程。之后在寰球中国学生会举行上
海学联成立大会，通过学联章程与宣言。宣言指出：“期
合全国青年学生之能力，唤起国民之爱国心，用切实
方法，挽救危亡。”上海学联成立后，积极领导上海
学生展开活动。

保护利用状况：现为上海党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场地保护利用状况一般，存在以下问题：一为其
内部无法参观，只能观赏其外在；二为此处未能收到
足够的重视
建议参观 / 可参观 / 不可参观（三选一）
可参观



A3 杨杏佛旧居，1925
文物保护点

A4《新青年》编辑部旧址，1920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简介：杨杏佛旧居位于上海市黄浦区南昌路 100 弄 7
号，这里旧称环龙路铭德里，俗称老渔阳里 , 北侧连接
淮海中路的新渔阳里。南昌路是淮海路南边的一条历
史悠久的安静的马路，繁华而低调，这里历史人文荟萃，
是革命的摇篮。2006 年 1 月，卢湾区文化局（现黄浦
区）将其列为不可移动文物。

建筑及景观特点：建筑为新式石库门，砖木结构，红
砖外墙，共二层。石库门门楣雕花精美，有浓郁的西
式风格，采用花叶纹，配以黑漆厚木门扇。建筑整体
于近期进行了整体翻新，内部陈设已完全不复原样。

和党史相关的内容：杨杏佛是我国近代著名的经济管
理学家，中国人权运动先驱，中国管理科学先驱，是
近代中国科学与民主精神的极力追求和力行实践者，
在认清蒋介石真实面目后，极力接济和营救革命者，
做了许多共产党人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最终甚至付
出了生命的代价。杨公值得我们永远深切缅怀。

保护利用状况：现作为普通住房使用，周围没有任何
有关的介绍。建筑外立面经过了美化修整，但已经丧
失了很多的历史痕迹。屋外街道近期经过改造修整，
干净整洁。生活气息浓郁。但是完全体现不出历史感。

建议参观 / 可参观 / 不可参观（三选一）
可参观

简介：原是安徽都督柏文尉的寓所。1920 年初陈独秀
自京抵沪，在此寓居，《新青年》编辑部也随迁于此（原
上海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二号，今南昌路 100 弄 2 号）。 
1959 年 5 月 26 日和 1980 年 8 月，被公布为上海市
文物保护单位。后为居民住宅。2014 年上海市文管部
门对房屋进行了基本修缮。2018 年 6 月列入革命遗址
保护项目。

建筑及景观特点：二楼二底砖木结构、坐北朝南石库
门旧式里弄住宅。1959 年 5 月 26 日和 1980 年 8 月，
被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并设立名牌。2018 年
重新对该旧址进行保护修缮工作，整体考虑《新青年》
编辑部旧址相邻前后三排及沿街面房屋的修缮和立面
改造。

和党史相关的内容：1920 年初陈独秀自京抵沪在此寓
居，《新青年》编辑部也随迁于此。1920 年春，共产
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经李大钊介绍到上海会见陈独秀，
在此商讨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5 月毛泽东来上海，
曾到这里拜访陈独秀，讨论马克思主义和湖南改造等
问题。6 月陈独秀与李汉俊、俞秀松等人在此开会，
成立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即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

保护利用状况：现为上海党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场地保护利用状况一般。

建议参观 / 可参观 / 不可参观（三选一）
建议参观

A5 中华职业教育社旧址，1917
上海市第二批优秀历史建筑

A6 大同幼稚园旧址，1931
上海市第二批优秀历史建筑

简介：中华职业教育社于 1917 年 5 月 6 日，由著名
爱国人士黄炎培联合蔡元培、梁启超等 48 位教育界、
实业界知名人士在上海创立。该社以倡导、研究和推
行职业教育，改革脱离生产劳动、脱离社会生活的传
统教育为职志，追求“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
的理想。

建筑及景观特点：教育社旧址为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
六层大楼，平面受地形影响不规则，南端呈楔形。东
立面底层沿街为商铺，二层以上外墙贴红褐色面砖，
五至六层间有水平向浅色水泥条饰带。矩形木门框有
西方古典装饰；立面强调竖向构图，呈装饰艺术派风格。

和党史相关的内容：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和第三次国
内革命战争时期，社办刊物《教育与职业》、《生活
周刊》、《国讯》、《展望》；社办学校“中华职业
学校”、“中华职业补习学校”、“中华工商专科学校”
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的建立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保护利用状况：现为上海党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场地保护利用状况较好，存在以下问题：1. 旧址
目前可以进入参观，由保安看守。2. 内部一楼陈设的
电子告示牌并没有对展馆或历史进行介绍，而是播放
广告，与整体风貌不协调。

可参观

简介：大同幼稚园创办于上世纪 30 年代初，1931 年
由创办地上海江宁路迁至现上海市黄浦区南昌路东段

（重庆南路至雁荡路）。定名“大同”，寓意世界大同。

建筑及景观特点：从雁荡路过来，这一段的南昌路呈
现出一个 s 形的弯弯曲曲，在大街的北面，能看见一
幢被两扇铁门和围墙围着的两层砖木结构的小洋楼，
坐北朝南三开间，这就是三十年代，由中共地下党创
办的“大同幼稚园”原址。两扇铁门合拢来就拼成了
一幅色彩斑斓充满童趣的儿童画。

和党史相关的内容：中央机关迁至上海后，1929 年秋，
周恩来提议创办一所幼稚园，主要招收追随我党革命
而牺牲的烈士子女，和正奋战在对敌斗争第一线的我
党干部子女。党中央商议，由党的外围组织互济会出
面开设一个儿童福利机构。1930 年 3 月，大同幼稚园
在上海戈登路 ( 今江宁路 ) 附近狭小的石库门房屋里诞
生，园名寓意“世界大同”，即向往共产主义。

保护利用状况：现为上海党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场地保护利用状况一般，存在以下问题：1. 旧址
目前大门紧闭，不能进入参观体验。2. 由于围墙和门
禁的遮挡，在外部只能看到旧址建筑的部分景观，不
能展现整体风貌。3. 旧址外围的围墙的景观与字体内
容与旧址建筑风貌和历史不协调。

不可参观



A7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旧址，1924
上海市第二批优秀历史建筑

A8《鲁迅全集》编辑部旧址暨许广平旧居 ,1938
上海市第二批优秀历史建筑

简介：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旧址位
于法租界环龙路 44 号、46 号（今南昌路 180 号），
占地面积 158 平方米，建筑面积 186 平方米。
环龙路 44 号，原是国民党上海总部的所在地，1924
年 2 月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成立后再次办公，后由于工
作人员增多，又租下了右隔壁 46 号作为办公场地。

建筑及景观特点：建筑属联立式花园里弄住宅，外墙
清水青砖间红砖砌筑，双坡顶覆中式小青瓦，南立面
一层为砖砌弧券窗洞内阳台，南向有临街小院；北向
底层有外廊、小院，设外置木楼梯往二楼及晒台。住
宅临街，街旁行列式种植悬铃木。

和党史相关的内容：1924 年 1 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
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国民党中央
从上海迁往广州，在上海、北京、汉口等处设立执行部，
上海执行部主要辖江、浙、皖、赣和上海市的国民党
党务。3 月 1 日，上海执行部正式办公。

保护利用状况：现为上海党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场地保护利用状况一般，存在以下问题：1. 现用
作普通居民楼，无法进入参观，2. 从建筑外立面来看
与周边建筑相近，没有突出特点，走在南昌路上不易
被察觉，宣传性较弱。

不可参观

简介：《鲁迅全集》第一版编辑部旧址暨许广平旧居
位于霞飞坊（今淮海中路 927 弄淮海坊）64 号，是上
海市优秀历史保护建筑。

建筑及景观特点：霞飞坊有混合结构联列式单间新里
住宅 167 幢，大多 3 层，少数 2 层。霞飞坊是新式里
弄，取消了石库门，仿法国式住宅，安装铸铁大门和
钢窗；缩小天井，围墙降低到了 2.5 米。由于地形狭长，
总平面布置采用行列式，将 30 个单元拼接在一起，在
上海里弄住宅中较少见。霞飞坊平面上布置壁炉烟道
和抽水马桶间，厨房内安装煤气。

和党史相关的内容：1936 年 10 月 19 日 , 许广平迁居
霞飞坊该屋。从 1938 年春起，在许广平的组织下，
胡愈之、张宗麟、王任叔等人在二楼亭子间里，对鲁
迅遗稿进行整理，由复社以鲁迅纪念委员会名义，以
寓所为编辑部，编辑、出版《鲁迅全集》第一版。编
辑部出版的作品不仅表达了对鲁迅先生的深刻思念，
更发扬了鲁迅先生的硬骨头精神，极大地激励了“孤岛”
人民反对投降，坚持抗日的斗志。

保护利用状况：现为上海党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场地保护利用状况较差，存在以下问题：1. 现用
作普通居民楼，无法进入参观，2. 无标识。

不可参观

A9 盛丕华故居，1914
上海党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

A10 明德里（杨贤江旧居遗址）,1927

简介：曾为盛丕华故居，现为理发店。位于淮海中路
927 弄 56 号。

建筑及景观特点：淮海坊共有 3 层砖木结构楼房 199
幢。其建筑风格为典型的新式里弄建筑，屋面统一的
小烟囱和清水红砖墙面形成建筑群整体特色，颇为壮
观。民国时期，各界知名人士竺可桢、徐悲鸿、巴金、
胡蝶、许广平、萧军等曾居住于此，为淮海坊的建筑
风格注入了特殊的韵味，当年无论是商贾巨富、军政
要人，还是文化艺术界人士都曾选择此地为最佳居所。

和党史相关的内容：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为募集军费，
拟在上海开办交易所。盛丕华上书孙中山，并受孙的
接见。1934 年在上海组织爱国团体 " 中社 "，出版《新
社会》半月刊，宣传抗日，后遭查封。1937 年抗战爆
发，国共两党再次合作。盛积极动员家眷将金银饰物
捐献国家，支援抗战。此一时期，他同谢绳祖合作，
从德籍犹太人手中盘进开美科制药厂经营生产药片、
针剂。不久上海陷落，新亚饭店原职工生活发生困难，
张澹如 ( 张静江之弟 ) 出资要盛筹设红棉酒家。盛精心
策划，于 1939 年 10 月开张，并出任董事长。

保护利用状况：现为上海党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

不可参观

简介：明德里位于陕西路与茂名路之间的延安中路南
侧和巨鹿路北侧，也就是南北贯通于明德里。占地 1.1
公顷，有楼房 118 幢，居民 1900 人。明德里有多处
名人故居，如李硕勋、杨贤江、龚秋霞、陈铿然和徐
琴芳夫妇。

建筑及景观特点：为较为典型的新式石库门里弄，建
筑为三层砖木结构。石库门门楣为西式风格，雕花精
美。配以黑漆厚木门扇。红砖外墙。建筑转角及立面
窗下的坎墙均有装饰。大山墙上端有精美浮雕，部分
有 1927 字样。

和党史相关的内容：杨贤江 (1895—1931)，浙江余姚
人。192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五卅运动中组织游行、
演讲活动。大革命失败后，旅居日本，负责中国共产
党日本特别支部工作。1929 年 5 月，杨贤江回到上海，
寓居明德里 52 号，任中共中央宣传文化工作委员会委
员，开展左翼文化运动，党的特别支部的活动地也设
于此。杨贤江一方面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与潘汉年、
李一氓、朱镜我等组织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

保护利用状况：明德里目前整体作为普通住宅使用，
建筑保存情况尚可。无任何革命点、革命史相关介绍
和标识。杨贤江旧居明德里 52 号已被拆除。。

不可参观



A11 李硕勋旧居，1927

A12 中共中央无线电训练班旧址 ,1930

简介：明德里位于陕西路与茂名路之间的延安中路南
侧和巨鹿路北侧，也就是南北贯通于明德里。民国 16
年 (1927 年 ) 建。占地 1.1 公顷，有楼房 118 幢，居
民 1900 人。明德里有多处名人故居，曾举办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 60 周年、纪念辛亥革命 70 周年中国邮
票展，各国专题邮集展，全国邮展获奖邮集展。

建筑及景观特点：为新式石库门，建筑为砖木结构，
共三层。红砖外墙。石库门门楣受西方建筑风格影响，
顶部采用花篮和麦穗的雕花楣饰，下方檐壁采用花草
纹，雕工精美。配以黑漆厚木门扇。为较为典型的石
库门建筑。

和党史相关的内容：李硕勋（1903 ～ 1931），四
川高县人，中共早期领导军事斗争的先驱之一，曾居
于延安中路 545 弄 15 号，这里也是李鹏的出生地。
1931 年 6 月，任中共广东省军委书记，抵达海口后，
因叛徒出卖而不幸被捕，同年9月5日在海口英勇就义。

保护利用状况：现作为普通住房使用，保护情况尚可。
无任何革命点、革命史相关介绍和标识，有待挂牌。
大门雕花保存较好，有一定特色。大右上侧有空调机箱，
两侧有户主自行布置的植栽，生活气息浓郁。

不可参观

简介：《鲁迅全集》第一版编辑部旧址暨许广平旧居
位于霞飞坊（今淮海中路 927 弄淮海坊）64 号，是上
海市优秀历史保护建筑。

建筑及景观特点：巨鹿路位于跨卢湾、静安两区。东
接金陵西路，西至常熟路。1966 年随钜鹿改名巨鹿改
今名。沿路多为里弄石库门住宅。1930 年 9 月至 12
月 7 日，中共党组织在 391 弄（四成里）内创办了第
一个无线电训练班，集中培训电台专业人员，当时对
外挂的是“上海福利电器公司工厂”的招牌，底层辟
作工厂间，二楼做教室兼宿舍，亭子间当教员办公室。

和党史相关的内容：1927 年南昌起义后，全国革命形
势迅猛发展。1928 年 6 月，我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建议
共产国际代为培训通讯人员，当即被采纳。“莫斯科
中国劳动者中山大学”和“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
义大学”的多名留学生被挑选参加国际无线电训练班。
结业后，他们于 1930 年 4 月回上海，在中央特科领
导下，建立无线电通信。

保护利用状况：现作为普通住宅使用。正门被铁围栏
遮蔽，无法走近，且紧邻垃圾箱房。无任何革命点、
革命史相关介绍和标识。

不可参观

B 复兴公园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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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2006
国家二级博物馆

B2 上海中山故居，1918
第二批中国 20 世纪建筑遗产

简介：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位于上海香山路 7 号，
占地面积 2500 余平方米，展示面积 1100 平方米，主
要有孙中山故居和孙中山文物馆两个展示场所。孙中
山文物馆于 2006 年 11 月 12 日正式开馆，现为国家
二级博物馆（需收取门票）。

建筑及景观特点：孙中山文物馆毗邻孙中山故居，是
由一幢欧式洋房改建而成。文物馆共有三层、八个展
区（其中第三层是临时展览），展览面积七百多平方米。
文物馆前为孙中山铜像广场及休闲长廊区，空间开敞，
广场种植梧桐，设置花坛，调研时落叶缤纷，景色优美。

和党史相关的内容：孙中山文物馆的文物绝大部分是
第一次公开展出，展品中包括，孙中山就任海陆军大
元帅时使用的大元帅指挥刀；孙中山奔走海内外开展
革命活动时使用的旅行箱；孙中山老师康德黎亲笔签
名并赠送给孙中山的照片；黄兴在武昌起义爆发后指
挥汉阳保卫战时使用的战时总司令之印等。这些珍贵
的文物向人们展示了孙中山先生为中华民族的伟大振
兴所做出的不朽功绩。

保护利用状况：为了更好地缅怀孙中山这位民主革命
的先行者，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利用丰富的馆藏文
物和资料，先后举办了多种题材的专题展览。

可参观

简介：孙中山故居是孙中山和宋庆龄唯一共同的住所，
由当时旅居加拿大的华侨集资买下赠送给孙中山的。
孙中山和夫人宋庆龄于 1918 年入住于此，1925 年 3
月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继续在此居住至 1937 年。
抗日战争爆发后，宋庆龄移居香港、重庆，1945 年底，
宋庆龄回到上海将此寓所移赠给国民政府，作为孙中
山的永久纪念地。故居内陈设绝大多数是原物原件。

建筑及景观特点：建筑坐北朝南，占地面积近千平方米，
是一栋欧洲乡村样式的小洋房。故居有主楼、辅楼各
一幢，毗邻在一起，都是砖木混凝土结构。欧式楼房
外墙是灰色的卵石，屋顶上有红色的瓦。故居共有两
层，楼下是客厅和餐厅，楼上是书房、卧室和小客厅。
楼前是一片草坪，围绕着冬青、香樟和玉兰等树木花卉。

和党史相关的内容：孙中山在这里总结革命经验，继
续探索革命新路。他在这里先后完成了《孙文学说》、《实
业计划》等重要著作；在这里孙中山会见了中国共产
党人李大钊、林伯渠以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越飞等，
商谈国共合作，为“联俄 联共 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
确立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奠定了基础。

保护利用状况：建筑现在为孙中山的永久纪念地，已
被评为国保单位，故居被精心保护，门前草坪不断有
工人打理，参观时更是穿鞋套，禁止拍照，所有布局
陈设基本保存完好。

可参观

B3 柳亚子旧居，1926
上海市第二批优秀历史建筑

B4 史良旧居，1928
上海市第二批优秀历史建筑

简介：现在的复兴中路 517 号，曾经是法租界拉菲德
路 1257 号，上海通志馆的原址所在，是一幢欧洲近
代独立式花园住宅。这座宅院 1926 年建成，原是冯
玉祥的府邸，著名诗人柳亚子 1936 年至 1940 年间在
这里定居。2004 年 2 月，卢湾区文化局公布为卢湾区
登记不可移动文物。

建筑及景观特点：这座坐北朝南的法国式花园别墅，
复式人字屋顶，红瓦铺盖，黄色墙面，黑漆大门。外
墙立面用拉毛水泥刷面，门为券式，层间腰线红白分明，
室内木装修、木地坪、木门窗。小洋房二楼是大客厅，
三楼为起居兼工作室。柳亚子故居南向，原为西式庭
院格局，现仍林木葱翠，绿草如茵。

和党史相关的内容：在此期间，柳亚子任上海市通志
馆馆长，主持编撰《上海市通志》，与廖仲恺夫人何
香凝时有往来，从事抗日救国活动。并在此完成南社
史料编纂，撰述《南社纪略》，完成手抄本《曼殊余集》
以及《南明史纲》4 卷、《南明日历表》1 卷。

保护利用状况：1952 年改为民居租赁房和卢湾区人民
政府招待所用房。2000 年在迁走居民后被改建成思南
公馆的一个独立空间，其后有商家租用，而今开设思
南书局实体店。

可参观

简介：复兴中路 553 弄即“复兴坊”，是中法教育基
金会会址，建造于 1928 年 . 内有楼房 95 幢 , 瑞金二路、
思南路之间 , 初名辣斐坊，1949 年后改今名。占地 0.8
公顷，有楼房 95 幢 , 居民 1600 人。据说是上海工人
第三次武装起义时中共的秘密军委旧址。

建筑及景观特点：该房屋是砖木结构三层欧式花园洋
房。入口有庭院，以围墙相隔。

和党史相关的内容：史良（1900.3.27--1985.9.6）江
苏常州人。1915 年考入常州女师，1919 年参加“五四”
运动，曾任常州市学生会副会长，1923 年考入上海
法政大学，1927 年毕业后任南京政工人员养成所指
导员，九·一八事变后，发起组织上海妇女界救国会，
担任理事，1936 年任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常务委。
1931 ～ 1937 年，史良在辣斐德路辣斐坊（今复兴中
路 553 弄复兴坊）1 号开办律师事务所，并作寓所。
中共地下党组织经常派人请她办理有关政治案件。艾
芜、熊瑾玎、贺龙家属等许多进步作家和革命家属，
在史良的营救下出狱。1936 年 11 月 23 日，史良与
沈钧儒、邹韬奋等 7 人被捕，史称“七君子”事件。
1937 年 7 月 31 日，“七君子”获释。史良移居他处。

保护利用状况：史良曾于 1946 年至 1950 年在此居住，
现为一家单位占用，所以仅是部分开放供参观。

可参观



B5 何香凝旧居，1927
上海市第二批优秀历史建筑

B6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纪念馆（周公馆），1920s
上海市第二批优秀历史建筑

简介：何香凝旧居位于上海市复兴中路 553 弄 8 号。
1927 年 11 月，国民党元老廖仲恺之妻、国民党中央
执委何香凝移居辣斐德路辣斐坊（今复兴中路 553 弄
复兴坊）8 号。

建筑及景观特点：何香凝住的是一条新式花园里弄住
宅，住宅是坐西朝东的三层楼建筑，自铁门进入有一
花园小天井，底层是会客厅，后有厨房，在走廊扶梯
上二楼是卧室，亭子间给佣人住。

和党史相关的内容：何香凝（1879 ～ 1972.9）中
国国民党左派的杰出代表、著名政治活动家、画家。
1903 年结识孙中山。1905 年参加中国同盟会，是同
盟会的第一位女会员，同年 9 月介绍廖仲恺加入该会。
1927 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她辞去国民党政府的一切
职务。1935 年与宋庆龄等率先响应中共中央发表的
《八一宣言》，担任全国各界救国会理事。抗战时期，
响应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从事抗日
民主运动。“皖南事变”后发表宣言，严斥蒋介石策
动内战的阴谋。

保护利用状况：2001 年，复兴坊被列为 " 上海市优秀
历史建筑。何香凝旧居被列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重
点保护建筑。

不可参观

简介：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纪念馆（周公馆），
位于上海市卢湾区思南路 73 号，是一座始建于 20 世
纪 20 年代初期，分楼宇及庭院两部分的西式花园洋楼。
1979 年 2 月，周公馆经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重修，恢
复原貌。

建筑及景观特点：这是建于 19 世纪二十年代初的西班
牙式花园楼房，共有一底三层。在思南路其它各色洋
房中，其他建筑都是三层，只有周公馆是四层。一楼
朝南的一间面积约四十平方米是会客室，墙上挂着召
开记者招待会使用的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形势图，
当年周恩来多次在这里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朝东的
一间面积约 14 平方米，是周恩来的工作室兼卧室。

和党史相关的内容：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设
立于 1946 年 6 月，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谈判期间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上海设立的办事机构。由于当时
国民党的限制，办事处对外称周恩来将军寓所，简称
周公馆。办事处设立后，周恩来、董必武等曾多次在
此会见各界人士并举行中外记着招待会，阐述我党对
和平民主的一贯主张，揭露国民党政府假和谈、真内
战的阴谋。

保护利用状况：1998 年 4 月，根据上海市文管委的指
示，纪念馆取消独立建制，与中共“一大”会址纪念
馆合并成为“一大”纪念馆的一个部门。

建议参观

B7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周公馆）旧址，1935
上海市第二批优秀历史建筑

B8 吕班公寓（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旧居），1920s
上海市第二批优秀历史建筑

简介：上海周公馆，即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
处旧址，位于在上海思南路 73 号、71 号。1946 年
~1947 年国共谈判期间，周恩来在这里工作、生活。
1959 年 5 月 26 日由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公布为市级文
物保护单位。1979 年 2 月，经中共上海市委报请中共
中央批准同意，修复旧址，恢复原貌，建立纪念馆。

建筑及景观特点：周公馆是一幢四层法式花园住宅，
编织得很紧很密的竹篱笆围墙连接着的黑漆大门里的
建筑屋面用红瓦砖相嵌，折屋檐，外墙立面置卵石，
清水砖相嵌，局部墙面采用水泥拉毛饰面。暗红色的
木头百叶窗户，式样方圆不一，墙上密密的爬山虎从
屋顶垂到地面。

和党史相关的内容：1946 年，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前
往南京，与国民党进行谈判，6 月，中共代表团在思
南路 73 号设立了上海第一个公开的办事机构，当时的
门牌号码是马斯南路 107 号。由于国民党不允许中共
中央在上海设办事处，6 月 18 日，从南京来沪的董必
武果断地说：“不让设办事处，就称周公馆。”

保护利用状况：最近的一次的保护修缮为 2017 年 4 月。
对旧址建筑进行了全面修缮，同时调整了旧址陈列室
部分展品，改善了观众服务设施。

可参观

简介：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旧居位于上海黄浦区复兴中
路重庆南路路口，因坐落于当时的吕班路 , 而得其旧
名吕班公寓，现为重庆公寓。建成于 1931 年，建筑
整体呈 L 形布局。

建筑及景观特点：重庆公寓是独幢钢筋混凝土结构的
五层公寓，占地面积为 5933 ㎡，建筑面积为 13740 ㎡。
此建筑原为四层，现在的五层是后来加层的。公寓转
角处主入口立面设挑出阳台，壁柱上女儿墙为装饰艺
术派风格。走进重庆公寓就是门厅，有内廊连通两侧
住户，及通往楼上的楼梯。通过门厅可前往公寓内侧
里的花园，住户可从内侧多个入口进入公寓内。厅内
楼梯明亮又宽阔，虽然已过了近 90 年，留下不少岁月
的痕迹，但依旧气势不减，不亏为当时的“富豪住宅”。

和党史相关的内容：1929 年至 1931 年，美国记者、
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曾居住于此。1929 年，艾格
尼丝·史沫特莱以《法兰克福报》特派记者身份来到中国，
在上海参加中国进步文化运动，协助宋庆龄组织中国
民权保障同盟，与宋庆龄、鲁迅等人建立了亲密友谊
和合作关系，成为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

保护利用状况：现为重庆公寓可居住参观亦是优秀历
史建筑。

可参观



B9 上海局策反委员会机关旧址，1940

B10 钱杏邨、蒋光慈旧居，1928-1932
上海市卢湾区第二批登记保护不可移动文物

简介：复兴中路 485 弄是重庆南路重庆公寓后院的弄
堂，共有 1 号至 49 号，建造年代在 1940 年。

建筑及景观特点：建筑为老式公寓建筑，总层数 4 层，
砖混结构，双坡屋顶，设有老虎窗和烟囱。1 号至 49
号的室内平面布局相同，均为单户南北通透的一室一
厅住宅，单户房屋总建筑面积 60 平米。外墙为浅色涂
料，门窗为老式深红色漆木框窗。建筑与北侧 L 型的
重庆公寓形成了内部的花园，景观关系较为良好。

和党史相关的内容：1948 年 11 月 , 中共中央上海局
成立了策反工作委员会 , 张执一同志任书记 , 委员有王
锡珍 ( 即陈约珥 )、李正文、田云樵等人 , 它的主要任
务是争取挽留国民党政府文武官员和上层人士不去台
湾 , 收集各种军事情报 , 在可能的条件下策动国民党军
队官兵起义。策反委的秘密联络点就设在其机关支部
成员张朝杰、叶佩仪夫妇当时的家中 ( 上海市复兴中
路 485 弄 11 号 3 楼 ), 此处交通便利且所住的大多为
外侨和上层人士 , 比较隐蔽安全。据当年参加过策反
委工作的同志回忆 , 当时他们都是单线联系工作 , 有情
况单独直接向张执一请示汇报 , 彼此之间都不知情。

保护利用状况：现为居民居住用房。

不可参观

简介：艾蒋光慈（1901 年 –1931 年），安徽六安人，
著名作。编辑《太阳月刊》、《拓荒者》等杂志，积
极提倡革命文学。
钱杏邨（1900 年 –1977 年），又名阿英，安徽芜湖人，
著名作家、文学史家。1927 年冬与蒋光慈等组织太阳
社，编辑《太阳月刊》、《海风周报》等，宣传革命文学，
钱杏邨、蒋光慈于 1930 年 6 月～ 1931 年 1 月入住
此处。

建筑及景观特点：重旧居建筑为法国式住宅，孟沙式
屋顶，砖木结构，山墙作断檐处理，水泥外墙，墙角
嵌红砖装饰。1928 － 1932 年建，建筑面积为 165 平
方米。

和党史相关的内容：钱杏邨、蒋光慈于 1930 年 6
月～ 1931 年 1 月入住此处，钱杏邨住二楼，蒋光慈
住三楼，期间，完成《咆哮的土地》一书的创作，作
品反映了 1927 年大革命前后农村中尖锐的阶级斗争，
是作者最成熟的作品。

保护利用状况：基本维持原有建筑外观。原有入口小
院顶部用玻璃封闭。原外墙上部加设铝合金栏杆，遮
挡二层外立面。原有街区保护较好，路面干净整洁，
居民人数不多。外立面统一刷了黄色拉毛涂料。三层
以上加建一层，加建位置为烟囱侧面，因此呈现四层
格局。原来烟囱形态被遮挡。保留原有窗洞口，窗栏杆。

不可参观

B11 中国农工民主党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会址

B12 韬奋纪念馆，1923
上海市第四批优秀历史建筑

简介：中国农工民主党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也称中
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成立大会，是 1930 年 8 月
9 日，在上海法租界萨波赛路黎锦辉住宅召开的中国
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

建筑及景观特点：三层花园洋房，每层有两间大房间，
有独立亭子间，与相邻的房子间距很近，南侧有花园。
建筑为淡黄色拉毛饰面。南北立面及山墙面有多种窗
洞形式，部分有后期封堵的痕迹。

和党史相关的内容：1930 年 8 月 9 日，中国国民党
临时行动委员会成立大会在上海法租界萨波赛路黎锦
辉住宅召开，由邓演达主持召开了有十个省区代表参
加的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会议以宴会方式秘密进行，
出席会议的有黄琪翔、章伯钧、季方、朱蕴山、郑太朴、
丘哲等三十余人。会议通过了邓演达起草的《我们的
主张》，并进行推选。

保护利用状况：该建筑原先产权从属天主教会奥斯汀
商会，作为黎锦晖住所使用，后被用作托儿所，后由
卢湾区政府和房管部门调配给卢湾区工商联作办公用
房。经过党史研究和历史论证，确定该建筑为一干会址，
2019 年 1 月 15 日起进行消防安全设施改造和内部修
缮工程，暂时停止对外开放。

修缮工程结束后可参观

简介：1956 年，中央文化部批准在此建立韬奋纪念馆，
1958 年 11 月 5 日正式开放。目前，53 号作为辅助
陈列室，介绍韬奋生平事迹；54 号按原状恢复韬奋故
居。该馆设有故居和辅助陈列两部分。

建筑及景观特点：万宜坊由法商万国储蓄会集资建造。
始建于 1923 年，1932 年建成，1930 年起陆续整幢
出售。新式里弄住宅，共计建筑面积 17063 平方米。 
上海市第四批优秀历史保护建筑。

和党史相关的内容：馆内藏品共 3378 件，其中一级
品 17 件。如邹韬奋最后遗著《患难余生记》手稿、用
过的钢笔等。藏品主要有韬奋笔迹、遗稿、遗物、生
活用品、著译的各种版本、主编的刊物原版本、未公
开发表过的文章；邹韬奋和他的战友胡愈之、徐伯昕
创办的生活书店当年的出版物；生活书店的主要档案，
如会议记录、内部刊物《店务通讯》等；当年重大事
件的历史资料，如救国会、“七君子”事件等。1944
年邹韬奋逝世后，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
恩来、叶剑英、宋庆龄、邓颖超的题词手迹或复制件，
以及重庆、延安等地召开的追悼会上的挽联挽词手抄
本等珍品。

保护利用状况：保存良好，韬奋故居 54 号原状陈列，
曾有家具仍保存在原来位置。53 号单独做陈列室，不
影响 53 号故居的格局和保护。

可参观



B13 蔡廷锴旧居，1930
上海市第三批优秀历史建筑

B14 秦鸿钧金神父路电台旧址
上海市第五批优秀历史建筑

简介：金谷邨建于 1930 年，是旧上海市长吴铁城（化
名吴子祥）建造的新式里弄住宅。著名电影导演桑弧
也曾居住在金谷邨。2005 年，由上海市房地资源管理
局公布为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

建筑及景观特点：村内建筑为砖混结构，1930 年建成。
外墙使用灰黄色涂料，并刻画出仿石分缝，外观简洁，
没有多余的装饰，仅窗洞略做线条装饰。坡顶形式，
两边山墙夹持，整体朴素大方。

和 党 史 相 关 的 内 容： 蔡 廷 锴： 蔡 廷 锴（Tsai 
Tingkai），字贤初，1892 年 4 月 15 日出生于广东罗定，
毕业于护国第二军陆军讲武堂，19 路军上将总司令，
1968 年 4 月 25 日逝世。
蔡廷锴凭过人的战功，率领十九路军在“一二八事变”
后奋起抗击日军，十九路军全军官兵在广大群众的鼓
舞、支援下，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坚守阵地，不断击
退日军的猖狂进攻。蔡廷锴以大无畏的胆略，在枪林
弹雨中亲临前线督战，激励士气，致使日军侵占上海
的阴谋终不能得逞。

保护利用状况：现仍为住宅供居民居住，目前小区正
在进行保护修缮。

建议参观，但进去需居民同意

简介：秦鸿钧金神父路秘密电台旧址于上海市黄浦区
瑞金二路 148 号三楼 ，2006 年 1 月被卢湾区文物局
公布为卢湾区登记不可移动文物，现为黄浦区第二牙
医防治所。

建筑及景观特点：秦鸿钧金神父路电台旧址是一栋三
层建筑，表面为灰黄色涂料，深色颜料勾缝装饰，入
口为西式山花门斗。屋顶开窗较有特色。建筑紧邻瑞
金二路，道路两侧种植梧桐树。建筑整体较为肃穆，
但由于现已无当年使用痕迹，且功能改变跨度较大，
景观条件较差，如无提前了解，可能不会明显感受到
其建筑背后的历史事件与红色电波永不消逝的革命精
神。

和党史相关的内容：秦鸿钧在上海（金神父路，现址
为瑞金二路 148 号 3 楼）设立秘密电台，搜集情报。
八一三”事变后，第三国际派秦鸿钧与韩慧如，到上
海租住了金神父路（现瑞金二路）设立了中共地下秘
密电台，与共产国际远东局直接联系。1939 年末，赴
哈尔滨接受新任务。1940 年，秦鸿钧受党组织派遣再
回上海，设秘密电台于中正南二路（今瑞金二路）新
新里 315 号阁楼上，建立与华中局的直接联系。1949
年 3 月 17 日，秦鸿钧被捕，在狱中受尽酷刑、坚贞不屈，
英勇就义。

保护利用状况：现为黄浦区第二牙医防治所。

可参观

B15 杨度旧居

简介：杨度旧居位于上海市建国中路（原薛华立路）
155 弄 13 号，在繁华热闹的田子坊的支巷末端，为当
年杜月笙所赠。

建筑及景观特点：田子坊的兴起，激活了杨度旧居附
近居民区的经济活力，每年为当地带来中外数以万计
的游客。曲折幽静的里弄街道，两侧是上个世纪的红
砖洋房。杨度旧居为三层砖木结构的新式里弄，墙面
大部分为红砖砌筑的清水砖墙，局部表面有白色面砖。
建筑东北角有围墙围成的小庭院并开有一门，南侧、
东侧面向道路各开一门，南侧为正门。建筑为新式里弄，
造型简洁大气，线脚简单朴素。

和党史相关的内容：1928 年，杨度移居上海，初住成
都南路东、近霞飞路的弄内，继迁霞飞路荣业里（今
淮海中路 606 弄），以卖文鬻字为生，为杜月笙门下
清客。后迁杜月笙所赠薛华立路（今建国中路）155
弄 13 号。经王绍先介绍认识陈赓，表示愿为中共工作。
次年 1929 年秋，由潘汉年介绍，经周恩来批准，参
加中共。周旋于各色人物之间，搜集重要情报，并利
用自己住所掩护进步人士。

保护利用状况：现为黄浦区打浦桥街道建中社区居民
委员会。

可参观

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



C 太平桥公园区

沙千里旧居C04

《中国青年》编辑部旧址C03

中共江苏省委机关旧址C01 民治新闻专科学校旧址C02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宿舍旧址 C05

艾青故居C08

《新少年报》旧址 C10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 C11

中共一大会议纪念馆 C12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发布命令地点 C09

中国科学社暨明复图书馆旧址（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地）C06

中国农工民主党早期中央机关旧址C07

C1 中共江苏省委机关旧址，1937-1938
文物保护点

C2 中共民治新闻专科学校旧址，1931
文物保护点

简介：中共 1937--1938 年江苏省委机关旧址。巨鹿
路 211 弄 16 号，3 层砖木结构旧式石库门建筑，坐
北朝南，建于民国 13 年。

建筑及景观特点：3 层砖木结构旧式石库门建筑，坐
北朝南，建于民国 13 年。

和党史相关的内容：民国 26 年 11 月上旬，中共江苏
省委建立。书记刘晓，副书记刘长胜（民国 27 年初任
职），委员先后有王尧山、沙文汉、张爱萍、刘宁一。
底楼住王尧山夫妇，王妻赵先原为小学教师，辞职专
事掩护省委机关，并担任省妇委部分工作。因后门对
面住吴世宝，为安全计，民国 27 年秋迁长乐路 504 号。
现为居民住宅。

保护利用状况：现为居民租住

不可参观

简介：民治新闻专科学校，1928 年由顾执中创办，初
名民治新闻学院，初址在金陵西路马当路，1931 年迁
长乐路 39 号。1932 年改名。是我国第一所新闻专科
学校。1940 年被迫停办，抗战胜利后复校，1952 年
并入复旦大学新闻系。

建筑及景观特点：旧址建筑面积约 1125 平方米，坐
北朝南，砖木结构，三层，正立面有通达二层的红砖
半圆券窗框。入口有门廊，以红砖砌成的组合砖柱支承，
顶上为阳台。旧址现为瑞金二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 分部 )。三层砖木结构，青砖外墙红砖腰线。对称
建筑布局，两边有楼梯。

和党史相关的内容：学校自诞生起就不断地被国民党
反动派打击 , 但它竭尽一切力量活了下来。1940 年
上海沦陷 , 民治新闻专科学校于 7 月 2 日被迫休假。
1943 年春 , 经过艰难筹备 , 民治新专在重庆复校。 复
校后的新专依旧不为国民党接受。1944 年 , 顾执中被
迫离开重庆到印度编辑《印度日报》, 其间 , 他在加尔
各答举办民治新专的短期新闻训练班和民治补习学校。
新中国成立后 , 民治新专自动转向工农新闻教育的新
方向。

保护利用状况：现为瑞金二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分部

不可参观



C3《中国青年》编辑部旧址，1924
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C4 沙千里旧居，
文物保护点

简介：《中国青年》部旧址位于延中绿地淡水路 66 弄
4 号（原萨坡赛路朱依里 252 号。在这郁郁葱葱的绿
地中，一排透着老上海古朴气息的石库门房子尤为引
人注目，这便是《中国青年》部旧址——一个诞生唯
一一本延续至今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办刊物的摇篮；
一个与中国革命和中国青年同呼吸、共命运的革命阵
地；一面引导中国青年们走向革命的光辉旗帜。 
 
建筑及景观特点：《中国青年》部旧址是一幢典型的
三合院二层石库门住宅，坐北朝南，平面呈“凹”字
形。外墙为清水青砖红砖腰线，二楼局部有挑空阳台，
二坡顶，砖木结构。当时的底楼客堂是肖楚女的寓所；
二楼的客堂和亭子间作为部办公室；三楼小阁楼是印
刷间。

和党史相关的内容：在团“二大”的感召下，1923 年
10 月，团中央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在上海创刊。
创办之初，《中国青年》部没有固定场所，信件由辣
斐德路（今复兴中路）186 号但一君转，“但一”就
是恽代英。1924 年春，部最终选址定于萨坡赛路朱依
里 252 号的一幢石库门楼房内，也就是如今的《中国
青年》部旧址。期刊的第一任主编是恽代英，之后，
肖楚女、邓中夏、张太雷、林育南、任弼时、李求实、
陆定一等，都担任过主编或工作。

保护利用状况：曾作为酒吧经营使用 . 是上海市文物
保护单位。现旧址关门。

不可参观

简介：这是著名爱国人士沙千里年轻时在上海的故居。

建筑及景观特点：上海民居。

和党史相关的内容：沙千里曾与邹韬奋等 6 人以 " 危
害民国罪 " 被捕，即 " 七君子事件 "。上海解放后担任
上海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调
北京，历任贸易部、商业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秘书长、
地方工业部和轻工业部长、粮食部长等。

保护利用状况：现为文物保护点

不可参观

C5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宿舍旧址，1921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C6 中国科学社暨明复图书馆旧址（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地），1931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简介：97 年前，这里是白尔路 389 号，博文女校所在
地。1921 年 7 月，有个“北大师生暑期旅行团”一行
9 人借住此地，其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
会的诸多筹备工作都在这里完成。

建筑及景观特点：一幢独立的二楼二底砖木结构老式
石库门住宅建筑，坐南朝北，内外两进，前进楼下 2
间为课堂和会客室；楼上 3 间为教员宿舍，左右朝北
的 2 间，均有阳台，后进上下 6 间为教室。

和党史相关的内容：1921 年 7 月，“北大师生暑期旅
行团”的 9 个人陆陆续续来到这里，他们分别是——
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
包惠僧、刘仁静、周佛海。他们以“北大师生暑期旅行团”
的名义借住博文女校，真正的使命却是要做一件开天
辟地的大事——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博文女校，是暂住地，也是大会筹备地。7 月 22 日下
午，在东侧北半间举行预备会议，商讨和通过大会议
程和开会地点。会议中讨论交流、酝酿有关文件等大
量活动在此进行。

保护利用状况：市级文保单位。现植入业态为：上海
市博物馆商店、咖啡厅。部分空间正在装修。

可参观

简介：中国科学社暨明复图书馆旧址位于陕西南路
235 号。该地块现有三栋建筑，包括了中国科学社设
所会心楼、明复图书馆以及后来兴建的乐乐楼。1945
年中国民主促进会曾在会心楼召开，现用来举办艺术
沙龙、外文资料阅览室、书画连环画资料阅览室等等。
明复图书馆面积约 1700 平方米，现仍做图书馆使用。

建筑及景观特点：会心楼是两层花园住宅洋房，平面
以交通空间为核心十字形展开，功能合理，室内外空
间互相渗透，建筑外观具有明显几何关系，较为典雅。
明复图书馆则是三层钢筋混凝土建筑，立面呈现上下
三段式划分以及局部对称的构图，具有西方学院派建
筑的特点，又有装饰艺术派的简洁。

和党史相关的内容：1915 年中国科学社（Science 
Society）成立，成为中国最早的、也是最有影响力的
综合性科学团体。1924 年 4 月，科学社总办事处迁入
上海，将花园洋房即会心楼作为中国科学社社所用房
使用，并在地块北面建造了明复图书馆。会心楼不仅
是科学家们活动的主要场所，更是爱国民主人士议论
时政的主要阵地。1956 年中国科学社将明复图书馆捐
赠给了国家，后于 1959 年改名为卢湾区图书馆，并
在 2012 年调整名称为黄浦区明复图书馆。

保护利用状况：现为黄浦区明复图书馆。

建议参观



C7 中国农工民主党早期中央机关旧址，1930
文物保护点

C8 艾青故居，1932
文物保护点

简介：绍兴路 41 号是中国农工民主党早期中央机关旧
址，是农工民主党前身“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
中央秘密机关所在地。1931 年，邓演达起义失败被蒋
介石政府残忍杀害。其后，临时行动委员会经历改组，
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号召下一同抗日救亡。1947
年在上海更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这栋见证了革命历
史的里弄住宅，现在依旧是居民住宅。

建筑及景观特点：建筑为砖木结构的二层新式里弄楼
房，月洞门、木窗，二层有出挑阳台，可见烟囱。建
筑外墙粉饰淡黄色。入口月洞门后有小门廊，红砖墙面。
是简单朴素的联排住宅。

和党史相关的内容：1930 年 8 月邓演达领导的中国国
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宣告成立，这是中国农工民主党
前身，中央秘密机关就设于此，这里也是邓演达工作、
居住地之一。农工党在建党初期有党员近 2000 人，
主要是文教界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还有一部分军政
人员和少数工人、农民，当时党中央秘密机关设在法
租界爱麦虞限路 159 号（今绍兴路 41 号），中央各
个部门分散设立在上海各处。

保护利用状况：系黄浦区文物保护点，挂牌建筑，现
为民居。

可参观

简介：艾青于 1932 年回国后租住淡水路 214 弄（丰
裕里）4 号，在此创建“春地美术研究所”，是年 6
月 12 日艾青被捕、关在马斯南路监狱 ( 今思南路建国
中路口 )。

建筑及景观特点：上海典型的石库门里弄之一。丰裕
里建于 1928 年，清水红砖立面，二层砖木结构，联
排单开间石库门住宅。自忠路北门进入往南走有一条
主弄堂，被东西走向的 6 条横弄堂交叉。

和党史相关的内容：艾青 1910 年出生于浙江金华。
1928 年中学毕业后考入国立杭州西湖艺术院。同年到
巴黎勤工俭学，在学习绘画的同时接触欧洲现代派诗
歌。1932 年初回国，在上海加入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
不久被捕。1935 年出狱。抗战爆发后，艾青在汉口、
重庆等地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任《文艺阵地》编委等职。
1941 年赴延安任《诗刊》主编。抗战胜利后任华北联
合大学文艺学院副院长，负责行政工作。新中国成立后，
艾青担任《人民文学》副主编、全国文联委员等职。

保护利用状况：现为民居

不可参观

C9《新少年报》旧址，1948
文物保护点

C10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发布命令地点，1927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简介：《新少年报》诞生于上海江宁路一家小书店。
1948 年，自忠路 355 号的一栋石库门小洋房成为《新
少年报》的公开社址，已被列入上海市 100 个红色地
标之一，目前为一户普通的民宅。

建筑及景观特点：《新少年报》旧址为黄浦区自忠路
355 号石库门建筑的西厢房，2 层砖木结构，坐北朝南，
风貌保存较完整。

和党史相关的内容：《新少年报》创刊于 1946 年，
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儿童报刊，是地下党团结教育
青少年儿童的主要工作工具。在解放前夕，由上海地
下党学委指导创设，旨在教育困苦迷茫的孩子健康成
长。报社利用暑假开展“小先生运动”，号召小读者
们教失学儿童读书写字，得到热烈响应，后又成立了
“小记者培训班”，请进步作家、记者给小记者们授
课，无形中培养了革命情怀。1948 年被迫停刊，但它
播种的革命火种并未熄灭，报社培养的小记者们、小
通讯员们更加紧密的团结起来，根据地下党的指示，
于 1949 年成立地下少年队，《新少年报》也于同年
复刊，后迁至北京。

保护利用状况：现为商业店铺

可参观

简介：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时的工人纠察队沪南
总部——三山会馆，是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纪念
地。三山会馆建于清宣统元年（1909），由福建商人
集资兴建。民国十六年（1927），周恩来、王若飞领
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期间，南市工人纠察队
总指挥部设于此。1980 年 8 月 26 日，由上海市人民
政府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1986 年因市政建设
之需，整体建筑向南迁移 50 余米于现址。2008 年三
山会馆进行全面修缮，2010 年在现址东侧新建“上海
会馆史陈列馆”。

建筑及景观特点：三山会馆占地面积 4.2 亩，建筑面
积 539 平方米，整个会馆呈“口”字形，坐北朝南。
前楼东西山墙呈马头形，戏台凸现前楼之后，藻井下
方有八幅上海城门木雕图案，长 7 米，宽 6 米，高近
11 米，为申城仅有。主体建筑妈祖殿面阔五间，进深
四间，四铺作斗栱，硬山顶。

和党史相关的内容：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是由
中央军委书记兼特别军委书记周恩来担任总指挥，带
领上海工人发动的起义，1927 年 3 月 21 日中午 12 时，
上海总工会发布总同盟罢工令，全市 80 万工人实现了
总罢工并立即转入武装起义，租界里的中国工人也集
合到华界参加起义，工人武装经过 30 个小时的浴血奋
战，占领了上海，取得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胜利。”

保护利用状况：现为商业店铺
可参观



C11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1920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C12 中共一大会议纪念馆，1952

简介：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简称中
共一大会址，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现为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中共一大会址在 1959 年 5 月 26 日公
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1961 年被国务院列为第一
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6 年 9 月入选 " 首批中
国 20 世纪建筑遗产 " 名录。

建筑及景观特点：这是一幢沿街砖木结构一底一楼旧
式石库门住宅建筑，坐北朝南。一栋是一大代表李汉
俊的家宅，另一栋是一大代表在上海的住所。

和党史相关的内容：1912 年 7 月 23 日，中国共产党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在楼下一间十八平方米的客
厅内召开。会议室的布置均恢复了原貌，家具物品是
按原样仿制的。来自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共十三
人，代表全国五十三名党员出席了大会，共产国际的
两名代表也参加了大会，荷兰人马林和俄国人尼柯尔
斯基。大会通过了党纲和决议，选举了由陈独秀、李达、
张国焘三人组成的中央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保护利用状况：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6 年入选
" 首批中国 20 世纪建筑遗产 " 名录。

建议参观

简介：中共 " 一大 " 会址纪念馆建馆近 50 年来，征
集、收藏的文物 3.8 万余件，累计接待国内外观众近
一千万人次。1997 年 6 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公布中共
" 一大 " 会址纪念馆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建筑及景观特点：纪念馆建筑的外貌与中共 " 一大 "
会址建筑相仿，占地面积 715 平方米。地上一层为观
众服务设施，设有门厅、多功能学术报告厅和贵宾厅。
二层为《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文物陈列》展览厅。纪
念馆内辟有三个陈列室展出我党创立时期的史迹和文
物。

和党史相关的内容：1996 年 6 月，中共上海市委决定
实施中共 " 一大 " 会址纪念馆扩建工程。1999 年 5 月
27 日，中共 " 一大 " 会址纪念馆扩建工程在庆祝上海
解放 50 周年纪念日竣工并正式对外开放。中共中央总
书记江泽民同志专门为扩建工程竣工开放题词 " 没有
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

保护利用状况：作为纪念馆使用。内部主要为展陈功能。

建议参观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研究生第四党支部、十一、十二、十四党支部

20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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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聚焦上海黄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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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浦区历史建筑可分为三个集中区域，分别为五四片区、复兴公园片区、太平桥公园片
区，此次精选了其中 41 处制作成册，辅以地理交通、历史简介等信息，以供追溯寻游之便。

A 五四片区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
关旧址
·五四运动时期进步团体会
所旧址
·杨杏佛旧居
·《新青年》编辑部旧址
·中华职业教育社旧址
·大同幼儿园旧址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
上海执行部旧址
·《鲁迅全集》编辑部旧址暨
许广平旧居
·盛丕华旧居
·明德里
·李硕勋旧居
·中共中央无线电训练班旧址

B 复兴公园片区
·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
·上海中山故居
·柳亚子旧居
·史良旧居
·何香凝旧居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纪念馆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周公馆）旧址
·吕班公寓（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旧居）
·上海局策反委员会机关旧址
·钱杏邨、蒋光慈旧居
·中国农工民主党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会址
·韬奋故居
·蔡廷锴旧居
·秦鸿钧金神父路电台旧址
·杨度旧居

C 太平桥公园片区
·沙千里旧居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宿舍旧址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
·艾青旧居 
·《新少年报》社旧址
·中国科学社暨明复图书馆旧址
·中国农工民主党早期中央机关旧址
·中共江苏省委机关旧址
·民治新闻专科学校旧址
·《中国青年》编辑部旧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