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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篇

近日热播的电视剧 《觉醒年代》，还原
了100年前发生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的一
段对话：

毛泽东问陈独秀，党的名字叫什么？陈
独秀告诉他，“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好！响亮的名
字，昔者，共工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
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

陈独秀说：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
焉。我们就要做中国的普罗米修斯，不怕天
罚，敢于盗火，为苦难的中国照亮前程。

红色是上海的根脉，第一次公开发表《中
国共产党宣言》，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第一
份纲领和决议，第一部党章⋯⋯循着时间脉
络，能清晰感知一个政党从弱小到强大、从九
死一生到蓬勃兴旺的不懈探索。

100年后，有一群年轻人，他们用各种方
式重新回望历史，讲述革命前辈的故事⋯⋯

跨越百年
品尝真理的甜味

真理的味道有多甜？
1920年，浙江义乌分水塘村的一处老宅

内，29 岁的陈望道把一块铺板架在两条长板
凳上，既当桌子用，又当床用，花费了平时译
书的五倍功夫，翻译完成第一版中文版《共产
党宣言》。期间母亲送来粽子，陈望道错将墨
汁当成红糖水沾了粽子，还连道：“够甜了”。
于是，“真理的味道非常甜”的典故流传至今。

在渔阳里，中国共产党拥有了自己的名
字。而《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的翻译出版，则
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找到了精神指引。

100 年后，国福路 51 号的一栋三层小
楼里活跃着一群年轻人。在这座复旦大学
老校长陈望道曾经的寓所，也是如今的

《共产党宣言》 展示馆，他们拥有一个共同
的身份—— 《共产党宣言》 展示馆“星火”
党员志愿服务队队员。跨越百年，他们引导
参观者重新品尝真理的味道。

目前，服务队由青年教师、博士生、硕士生
党员联合组成，专业覆盖文、社、理、工、医各个
学科方向。服务队名字中的“星火”一词取意

自“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与“聚是一团火，散作
满天星”，寓意是期待每一位服务队队员都能
成为传递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的“火种”。

两年前，作为党员志愿服务队首批队员、
数学科学学院 2015 级“直博生”张晓菲第一
次走进这座旧居。透过“红本”（《共产党宣
言》第一版中文全译本），她看到李大钊、陈独
秀、戴季陶、邵力子等马克思主义者坚定的
马克思主义信仰，看到陈望道老校长全文翻
译 《共产党宣言》、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新境界、救民族于危亡的家国情怀。她开始
思考，作为一名数学专业的博士生，自己能
为这个时代做些什么？

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2019 级博士
研究生许亚云怎么也不会想到，她们收到了
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习近平总书记给复旦
大学 《共产党宣言》 展示馆党员志愿服务队
全体队员回信中，勉励他们继续讲好关于理
想信念的故事，并对全国广大党员特别是青
年党员提出殷切期望。

“我们都是收信人！”习近平总书记的回
信鼓舞了“星火队”的队员。

目前，队员从 30位增至 64 位；每月有规
律地开展组织生活，开展读书汇报、实践总
结、党史讲座、主题党日等共计20余次；收到
总书记回信以来，接待参观者 1.5 万人次，开
展讲解 500 多场，自成立以来累计服务各界
参观者近6.5万人次；近九成队员在场馆服务
外，开展志愿理论宣讲近 100 场次⋯⋯一系
列数字见证着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

“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的成长，而他们始终
坚持的，是对党史学习的不断深化。

跨越百年
昨日听众今成讲述者

“28”这个数字，对于上海大学图书情
报档案系研究生、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志愿
讲解员陈雪燕意义非凡。

“不仅因为当年参会的13位国内代表的
平均年龄是 28 岁，从 1921 年中国共产党创
立到 1949年新中国成立，走过了 28 年，更
是因为这烽火 28 年背后，是中国共产党始

终如一的初心和使命。”
这些中国共产党的“创业者”与陈雪燕

几乎是“同龄人”。
每次讲解的过程中，陈雪燕感觉“如同

穿越时空，与无数革命先烈相遇”。像陈雪燕
这样的志愿者，在中共一大会址还有很多。
2018年以来，共有513名志愿者在中共一大
会址开展各种志愿服务，总计服务时长2.8万
小时，接待服务观众逾300万人次。

今年28岁的青年党员张桁嘉，十多年前
在上海向明中学读高中时，就报名参加中共
一大会址纪念馆的志愿讲解。考入同济大学
后，他牵头组织同济的学生志愿者来中共一
大会址服务。大学毕业后，张桁嘉留校担任
同济交运工程学院团委副书记，带领更多的
同济学子加入中共一大会址的志愿者队伍，
让志愿者精神薪火相传。

在青少年志愿者选拔培养过程中，一大
会址纪念馆与学校、部队加强合作，选拔优
秀志愿者，使中共一大会址的志愿服务平台
成为不同单位共享的“育人平台”。多年
来，纪念馆从上海大中小学和部队吸纳了数
以千计的志愿者，其中有不少青少年通过学
习、锻炼、实践，成长为优秀的志愿者和专
业人才。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只有真正了解中
国共产党的建党历程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
使命，才能让爱党、爱国的情怀深入人心。

2019年,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充分利用
“党的诞生地”独一无二的红色文化资源，策
划“话说一大：听‘00后’讲建党故事”中小学
生研学项目。引导较低学龄段的青少年走出
课堂、走出校园，走近历史、触摸历史，带着
问题开展学习，激发思考，鼓励表达，帮助
他们从听故事的人变成讲故事的人，在“学
习—创作—展示”的实践过程中，完成“研究
—转化—创新”的跨越和提升⋯⋯

跨越百年
红色基因赓续接力

“我小时候很苦，读不起书⋯⋯今天的幸
福是从哪里来的？是共产党带领我们千山万

水走过来的。同学们要认认真真读书，把身
体锻炼好，把新中国辉煌成就永远地保护
好、发展好。希望你们创造更好的幸福生
活！”新四军老战士、百岁老人顾海楼这样
寄语年轻的学子们。

2 月 23 日上午，上海中小学新学期才
开学，在嘉定区外冈游击队纪念馆，不久前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的上海新四军历史研
究会的百岁老战士们被聘为“校外辅导
员”。他们为在场的大中小学师生代表讲述
自己的青春岁月，并交流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回信的精神、体会。

今天，在上海许多学校的开学第一课
上，人们都能看到对党史和红色文化资源的
活学活用。这些活动面向不同年龄段的孩
子，形式多种多样。在向明中学，头发花白的
物理教师柴太旺和几名学生唱响了他的原创
歌曲：“一九二一的七一，中国大地诞生您，领
导人民得解放，炎黄子孙才站立⋯⋯”

如今，100年前革命先烈的故事，焕发
新生，在“90 后”“00 后”心中扎根、发
芽、开花。

在上海交通大学 《现代农业理论与实
践》 第一课，兼职教授严胜雄把党史教育带
入农科课堂。在课堂上，她带领学生重温百
年党史，感悟党带领人民解决“三农”问
题、实现脱贫攻坚的伟大成就，引发学生强
烈反响。

在上海高校，有厚度、有温度的思政
课，成了学生喜爱的“金课”。“开天辟地”
等品牌课程，讲述上海与中共百年的奋斗历
程，引得学生“追更”。上海音乐学院汇编

《初心与使命——歌声中的中国共产党》 歌
曲集，在歌声中回望百年奋进，寓党史于美
育之中。上海外国语大学专业教师开设多语
种 《中外时文选读》 等课程，组织学生参加

“多语种青年志愿者活动”，用各国语言讲述
中国故事。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要与学校思想政治
教育相结合”，上海市教卫工作党委书记沈
炜表示，要突出上海作为中国共产党诞生地
的独特地位，用活红色资源、讲活历史故
事、搞活教育形式，开展生动鲜活的党史学
习教育，在感动、感悟中传承红色基因。

上海：跨越百年的牵手
本报记者 刘博智

在上海大学校史馆
里，一场沉浸式微党课
正在上演：上海大学校
务长邓中夏站在中国共
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红
色学府”前慷慨陈词：

“在1924年的中国，在
此地，是一群富有理想
的学生，选择了一所富
有理想的大学。上海大
学独一无二，具有社会
主义思想。我们许多教
授，坚信马克思主义能
够救国救民，社会主义
能够救国救民，伟大的
理想，能让上海大学挺
直了腰板，去扛那副救
民于水火的重担。”

饰 演 邓 中 夏 先 生
的，是上海大学上海电
影学院本科生王炳坤，
在这堂情景微党课上，
他用真情实感演绎着早
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故
事。

另一旁，上海大学
音乐学院研究生何雨晴
讲述着曾在上海大学任
教的田汉创作国歌的故
事，在庄严肃穆的国歌
声中，师生仿佛回到了
那个年代。穿越历史长
河 ， 今 天 的 “90 后 ”

“00 后”们找到了与革
命前辈联结的纽带，产
生了情感共鸣，并在跨越时空的心手相牵中收获精
神的洗礼和智慧的启迪。

不同的时代，同样的信念，此时此刻，两代人
的故事在这里交融，两代人的声音在这里回荡。

1922 年，在上海青云路一个不起眼的“弄
堂”里，上海大学这所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正
规大学横空出世，随即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传播
先进文化知识的重要阵地。那个年代，中国大地风
起云涌，反帝反军阀的浪潮促进国共有识人士合作
办学，一批有进步思想的名师贤达加盟上海大学，
一批满怀理想的热血青年求学于上海大学。

成立之初，以瞿秋白、邓中夏、蔡和森、张太
雷、施存统、恽代英、任弼时、萧楚女、沈雁冰、
田汉等为代表的“红色教授”，利用课堂和党的刊
物，使上海大学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
南方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他们积极倡导理论联系实
际，授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让很多学生掌握了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定了革命信仰、走上了革
命道路。

作为五卅运动先锋队，上海大学始终站在反帝
斗争的前沿。社会上流传着的“文有上大、武有黄
埔”“北有五四时期的北大，南有五卅时期的上
大”是历史的真实写照。回溯历史，上海大学的成
立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息息相关，与国家和民族的
命运紧密相连。

如今，扎根中国大地，面向社会实践，上海大
学越来越多的新青年在躬身力行的实践中，感悟到马
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两代青年人对话掀起了师生用
第一人称讲党史、学党史的热潮，上海大学正将党史
学习教育融入立德树人全过程。

上海大学利用专业优势讲好党的故事。新闻传
播学院和电影学院师生，联合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
究会，采访记述红军、八路军和新四军老战士的革
命故事，完成了100集电视纪录片；美术学院结合
课程实践教学，组织学生专门为渔阳里团中央旧址
纪念馆设计红色文创；文学院“手语社”为特殊人
群提供党史学习教育资源；图书情报档案系在“党
的诞生地”讲述建党故事⋯⋯

由马克思主义学科专家、离退休老同志、青年
学生共同组建的师生宣讲团，组织或参与“百年校
史千人讲”“听革命前辈讲故事”“给 00 后讲共产
党的故事”“寻访革命历史遗迹”等活动，向青年
一代讲好“过去的故事”，用“年轻人的方式”点
燃青年人党史学习的热情。

从峥嵘岁月里走来，这里描摹着风云激荡中无
数青年的奋进之路，且行且歌，与国家民族命运交
织，耕耘出一片新天地。

从新的征程中走来，这里记录着发展变迁中鼓
舞人心的铿锵字句，掷地有声，与历史文化一脉相
连，代代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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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幸运的“00 后”，生于新世纪伊
始的上海，长在祖国繁荣昌盛的新时代，走在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

我在上海生活了19年，这里是中国共产
党的诞生地，这座城市的红色基因几乎刻进
了每一条街巷，但以学生记者的身份重走这
奋斗百年路还是第一次。在跟随中国教育报
刊社融媒体报道采访的这几天时间，往回走
了一百年，那些人，那些事，那些场景、画面和
声音被串成了一段波澜壮阔的伟大故事。

我走过——
100 年 前 的 石 库 门 ，还 有 那 艘 红 船 。

1921年 7 月 23 日，兴业路 76号，当时的望志
路 106 号，十三位代表平均年龄不过 28 岁，
他们或许没有想到，一段开天辟地的历史正
由他们而始。

100年后的我们，回到中共一大会址，透
过那黑漆大门、青砖粉线回望历史。这里，就

是起点。澎湃汹涌的一百年，就是从这里开
始的。这一刻，时空仿佛在这里交错。

我看到——
101 年前，时年 29 岁的陈望道焚膏继

晷，在义乌老家的一间茅草屋里完成了《共产
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的翻译，将真理之光
照彻中国大地。

一年前，习近平总书记给复旦大学《共产
党宣言》展示馆党员志愿服务队全体队员回
信。“心有所信，方能行远”，陈望道老校长的旧
居，如今依然是我们甘之若饴的信仰之源。关
于理想信念的故事在复旦学子口中代代相传，
那份精神更是镌刻在心上，代代相承。

我听见——
碑文无声。龙华烈士陵园，500 多名烈

士的骨灰安放在这里。老师给学生述说着烈
士的故事：“他们中有些人牺牲时，不过和你
们一般年纪。”

镣铐无声。沉甸甸的铁器，死寂地垂放
着。站在当年的牢房、刑讯室，四下一片寂
静，没有人发出一点声音。于无声处听惊
雷，我们知道，这是革命的战场，是斗争的
最前线。

⋯⋯
走进历史、牢记历史，从历史中汲取信

仰力量；
传承历史、创造历史，未来的历史要由

我们这一代青年人书写！
正因为祖国经历过苦难，我对祖国的明

天充满了希望；正因为祖国经历过牺牲，我
为明天的奋斗做好了准备。

急鼓催日月，热血写青春。在这波澜壮
阔的百年交汇之际，我愿做“后浪”，必成
大势而奔涌千里！

（作者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新闻系2018
级本科生）

急鼓催日月 热血写青春
刘浩然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在中国
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之际，本报推出“领航 100”大
型融媒体报道，组织骨干记者并联合各地高校师生，
沿着革命先辈的红色足迹，深入全国各地探访党史重

大事件发生地、重要遗址遗迹，生动讲述老故事，深
入挖掘新故事，充分挖掘蕴含其中的丰富内涵和时代
价值，汇聚立足新阶段、奋进新征程的强大力量。

百年后的今天，在党的诞生地——上海，我们踏

访了一大会址、复旦大学、上海大学等红色地标，重
温中国共产党勃兴的百年历史，感受一代代青年人在
党的旗帜下，不忘初心，牢记历史使命，书写他们不
朽的青春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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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① ：
上海大学师

生 正 在 排 演
校史剧 《红色

学府》。
图②：上海大

学 百 名 师 生 齐 诵
《共产党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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