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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文学串联起上海!红色足迹"

本报记者 张滢莹

!党的诞生地"上海革命遗址系列故事创作项目#启动

作为一座充满着红色基因的城市!上

海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 也在革命

斗争历史中留下了遍布城市各个角落的红

色印记" 为发掘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基因#精

神灵魂和历史根脉! 突显上海城市的红色

文化# 革命文化# 先进文化的特质!& 月 '

日!$红色足迹%%%党的诞生地&上海革命

遗址系列故事创作项目' 在上海市作协启

动" 项目首期以中共一大会址#(新青年)编

辑部旧址# 茂名路毛泽东旧居等沪上 #()

个革命遗址名录为采集对象! 第一批 *))

篇故事预计今年 $月完成#*)月定稿"

$上海是一座革命城市#英雄城市!对

文学工作者来说! 这次创作也是一次特别

的红色教育#党史教育" '上海市作协党组

副书记#秘书长马文运表示" 上海是新文化

运动的承接地! 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早

期中央领导机构的所在地!早期工人运动的

发祥地!既是思想文化战线的主阵地!又是

隐蔽战线斗争的聚焦地! 这些特征决定了

上海的$红色基因'不但密集而且全面!以

此次创作项目为契机!更加全面#深入#完

整#具体地挖掘#传播红色基因!既让作家

自觉接受红色文化的洗礼! 也使广大读者

更加了解上海这座城市的光荣与传奇和党

的奋斗历程" &月 *日最新发布的(上海红

色文化地图)将成为创作的主要依据!由中

共上海市委宣传部# 市委党史研究室指导!

市文广局#市文物局#上海旅游局策划!市文

物保护研究中心监制!上海市测绘院编制的

这份红色地图!以党史研究和文物保护相关

资料为依据!结合实地核查!最终汇聚 '$&

处红色文化资源"这些革命遗址遗迹!见证

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许多光辉的$第一'!

如成立明确以$共产党'命名的中国第一

个共产党组织%%%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

创办第一份党刊%%%(共产党)! 发表第一

份政治宣言%%%(中国共产党宣言) 等!这

些$第一'是上海鲜明的城市标志"项目由叶

辛#叶永烈#孙颙#赵丽宏等作家领衔!在集

合当下上海作家的中坚力量的同时! 鼓励

$$)后'#$+)后'作家投入创作" 同时!血红

*刘炜+#骷髅精灵*王小磊+等网络作家共同

参与! 以期产生一批历史性与时代性相融#

展现作家独特文学思考的优秀文本"

$很多红色革命遗迹都已经有人留下

了篇章!如何在故事上再下功夫!找到属于

自己的独特表达并写出来!是需要考虑的"

作家在采风上再深入一些!采访要细致!角

度要新颖" '叶辛表示"此次!他将撰写张闻

天故居和小蒸地区农民武装暴动 *枫泾暴

动+指挥所旧址的故事" 早在上世纪 $) 年

代末就开始踏访中共一大会址# 采访尚在

人世的亲历者#搜集一手材料!写就(红色

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和蒋

介石)等$红色三部曲'的叶永烈仍记得当

年的情形,$每天骑着自行车去一大会址!

查阅#抄写各种文件和资料!找专家一个个

地面访!这些工作是不能省略的" '本次他

将继续深入中共一大会址进行开掘创作"

既然已有大量存世资料!为何从文学

角度对于革命遗址的呈现如此重要-

$作家的写作意义在于沉下去!也许很

多革命遗迹离我们的生活有距离! 所以更

需要调动情绪! 调动自己的创作热情去写

作#沉浸其中!以文学的表达#叙事形成特

质化的书写!才是作家所要做的" '作家程

小莹表示" 以文学的表达形成独特叙述!将

其中融汇着作家个人情感和思考的共情力

量传达给更多读者!这也许是对于$红色足

迹' 以故事形式书写的意义所在" 在散步

时!作家简平曾对一处纪念碑印象深刻,在

虹口区第六小学门口! 他偶尔发现了一块

并不起眼的五卅烈士墓遗址纪念碑! 碑前

常有鲜花摆放!不断枯萎!不断添新" 这让

他格外感慨,$这种感受一直盘旋在我心

里!也就逐渐形成了相应的文学叙述" 把史

实与文学相结合!把个人感受放进去!我想

做的是这样的尝试" '

对于网络作家而言!许多革命遗迹的

故事曾是童年所亲近的记忆!如今在被多

种娱乐方式包围着的孩子们心里!这些在

时间上与他们渐行渐远的革命历史又该

如何在记忆中留存#激活- $上海的红色遗

址有些深入人心! 也有一些默默无闻!甚

至在地人都不太了解" 很多红色遗址就在

市民擦肩而过之处!一个石墩#一座铜像

可能都有很多故事" 在课本之外!红色遗

迹如何转化为红色故事! 这是作家的责

任" '网络作家府天表示!$怎样让史实更

适于当下!让这些故事与时代契合!需要

我们用心再创作!将平板的史料化为生动

立体的红色遗产" '

$作家写的也许是单独的故事!但却拥

有共同的#整体的大背景" '上海市作协专

职副主席孙甘露认为!$比如(共产党宣言)

的第一个中文版是在上海印刷的! 共产主

义运动在中国的早期发展也与上海密切相

关!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来看!地理位置

会对历史发展造成影响! 为什么会在这里

产生#为什么从这里一步步走向未来- 这其

中有许多值得发掘的地方! 也有许多作家

通过大题材#小故事能够书写的空间" '

据悉!项目将对上海的红色基因进行

全方位的新发掘" 纵向涵盖中国共产党建

党时期和大革命时期0 横向包括党的建

设#武装斗争#工农运动#思想文化运动#

妇女运动#学生运动#隐蔽战线斗争等" 全

部约 ,)) 篇创作将争取在 !)!) 年完成 !

!)!* 年 & 月前结集出版!向建党 *)) 周年

献礼! 后续还将围绕优质版权 -. 开发系

列红色文创产品"

第一类!创立之路

新青年社总发行所旧址
中共一大代表宿舍旧址
霞飞路捕房旧址
李达!王会悟住处旧址

上海北火车站
维经斯基旧居
麦根路 892 号"暨大东旅社旧址#
马林下榻处$

第二类!重要会议会址

中共一大会址
中共二大会址
中共三大后中央局机关遗址
中共四大会址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会址
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会址
中共江苏省委第二次代表大会遗址
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遗址

第三类!中共中央机关

中共中央常委会议机关遗址
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
中共中央政治局联络点遗址
中共中央军委机关旧址"彭湃在沪

革命活动地$

中共中央联络机关旧址
中共中央联络点遗址
中共中央秘书处机关遗址

中共中央宣传部遗址
中共中央组织部遗址
中共中央机关办公地遗址
中共中央与中央军委联络点旧址

中共中央与国际联络点遗址
中共中央阅文处旧址
中共中央文库遗址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旧址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局机关遗址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
全国苏维埃中央准备委员会秘密机关遗址
中共中央秘密印刷厂旧址
中共中央组织部干训班旧址

中共中央早期无线电训练班旧址
中共中央国际电台遗址
中共中央特科武器存储处遗址
塘沽路中共秘密电台旧址
中共中央第一座秘密电台遗址
中共中央上海局机关旧址

第四类!主要领导居住地

:;9< 年毛泽东寓所旧址
上海茂名路毛泽东旧居
周恩来在沪早期革命活动旧址
刘少奇旧居

瞿秋白寓所旧址
邓中夏旧居遗址
任弼时故居及团中央机关遗址
张闻天故居
刘晓故居

刘长胜故居

第五类!宣传机构

%新青年&编辑部旧址
%布尔塞维克&编辑部旧址
%中国青年&编辑部旧址
国华印刷所遗址

又新印刷所旧址
人民出版社旧址
商务印书馆遗址
%向导&发行所遗址协盛印刷所遗址
%公理日报&编辑部和发行所遗址
%热血日报&编辑委员会遗址
华兴坊革命报刊发行所遗址
文明印刷所遗址
%平民日报&发行所遗址
长江书店遗址
%布尔塞维克&印刷所遗址
上海书店遗址
复社遗址
%新少年报&社旧址

第六类!教育机构

寰球中国学生会遗址
大同幼稚园遗址
上海大学遗址
上海学生联合会会所旧址

平民女校旧址
复旦公学旧址
光华大学旧址

杨树浦女工夜校旧址
临青学校旧址
中共上海区委党校旧址

第七类!工人群众运动

上海机器工会临时会所
上海南洋烟厂遗址
英商上海电车公司遗址
上海总工会秘密办事处遗址

上海总工会筹备大会遗址
五卅运动初期上海总工会遗址
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办事处遗址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东方图书馆
指挥部遗址
武装起义胜利后市民大集会遗址
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上海支部
办公处遗址

第八类!其他纪念处

龙华烈士陵园
进步文化的据点'''三德利 4:;号
太阳社
泥城革命史迹馆

地下少先队群雕
沪西革命史陈列馆
顾正红纪念馆
(五抗)暴动指挥中心遗址
新街暴动纪念碑
小蒸地区农民武装暴动"枫泾暴动$

指挥所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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