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大会址是怎么找到的

1950年夏末， 为纪念建党30周年，
上海市委展开了寻访中共一大会址的
工作。

这项任务由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
副部长的姚溱， 带领着军管会文艺处
沈之瑜和市委宣传部杨重光具体承担。
一大是在法租界开的， 但法租界的范
围很大， 怎么找？ 寻访小组从周佛海
之子周之友那里得知， 周佛海曾写过
一本回忆录， 书中记载， 一大会址在
“贝勒路李汉俊家”， 而代表住宿则在
“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校”。

贝勒路即为今天的黄陂南路， 在
1950年大体北起延安东路， 南至徐家
汇路， 两侧约有2000栋房子。 经过几
天的反复查访， 终于打听到， 与贝勒
路交叉的一条横向马路 ， 原名是望
志路， 当时已改为兴业路。 周佛海妻
子杨淑慧凝视着交叉路口写着 “恒昌
福面坊” 大字招牌的一所房子及白墙
上一个巨大的 “酱” 字， 觉得这就是
当年李汉俊家。

后来了解到， 这一排五栋石库门
民居自东向西门牌分别为望志路100、
102、 104、 106、 108号 （解放后改为
兴业路70、 72、 74、 76、 78号）。 而李
书城 、 李汉俊兄弟当时租下的就是
106、 108号这两栋房子。 1924年， 李
氏兄弟搬走后， 董正昌把这五栋房屋
全租下来， 办起了 “万象源酱园”。

上海市委立即派人为这些旧址拍
了照片， 派杨重光专程送京审定， 得
到了毛泽东和董必武的肯定。 但为了
把 “一大” 会址考证得更准确， 中央
又委托 “一大” 参加者李达专程到上
海实地考察。 李达进入 “恒昌福面坊”
后认定： “这是汉俊的家， 党的一大
就在这里召开。”

用什么掩护会议的召开

1921年7月30日晚， 中国共产党第
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在上海法租界望
志路106号进行， 一个陌生男子从后门
闯了进来， 说找人， 可又慌忙离开了。
有长期地下工作经验的马林断定他是
个密探， 建议会议立即停止， 大家赶
紧撤离， 只留下了房子主人李汉俊和
广州代表陈公博。

果然， 就在大家撤离会场10多分
钟后 ， 法租界巡捕房的巡捕来了 。
巡捕质问李汉俊： “刚才你们在开什
么 会 ？ ” 李 汉 俊 用 法 语 流 利 应 对 ，
说 是 北大几个教授在这里商量编辑
“新时代丛书 ” 的问题 ， 并不是在开
会。 巡捕们搜查一通， 一无所获， 只
能悻悻而归。 侥幸的是， 当时一份党
纲其实就放在客厅写字台抽屉内， 没
被发现。

原来， 早在筹备会议期间， 李大
钊、 陈独秀、 李达、 李汉俊、 沈雁冰
等15人就先在此设立了公开的新时代
丛书社通信处， 这使李汉俊可以用出

版机构召集作者商议为由， 应对巡捕
质疑。

纪念馆有哪些珍贵文物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中藏有许多
珍贵的革命文物 。 每一件藏品背后 ，
都有着一个尘封已久却依然打动人心
的故事。

一本纸张已经泛黄的刊物， 静静
地躺在陈列室橱窗里 ， 它看似寻常 ，
却曾如一盏指路明灯， 照亮了中国共
产主义者前进的道路。 它就是创立于
1920年11月7日的 《共产党》 月刊， 是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份党刊。

当时反动派当局严禁 “过激主义”
言论， 追查 “共产主义宣传”， 刊物主
编李达在险恶环境下坚持工作， 编辑
部的处所、 刊物的印刷和发行都极其
机密， 文章也不署真名。 但不幸的事
情还是发生了。 正当月刊第三期即将
付印出版时， 法国巡捕房突然派密探
干扰， 没收了这期的首篇文章。 现在
人们看到的这期月刊上有一页是空白
的， 印着 “此面被上海法捕房没收去
了” 的醒目大字。

不过， 敌人的破坏并没有使 《共
产党》 这盏指路明灯失去光芒。 月刊
流传至广， 影响至深。

一台打字机， 小巧别致， 略有残
破， 机身固定在黑色皮纸包裹的木盒
内， 合起来如同一只微型手提箱， 打

开箱盖则能立即进入工作模式。 这台
打字机牌子为 “CORO－NA”， 曾被
李大钊使用过。

打字机的原主人是吴弱男， 购自
英国。 1905年， 吴弱男在民报社担任
孙中山秘书， 用这台打字机为孙中山
打印了不少英文函件。 它后来怎么到
了李大钊手里？ 原来， 早在日本读书
期间， 李大钊就经常向章士钊创办的
《甲寅》 杂志投稿， 章士钊按照投稿信
上附的地址写信给李大钊， 相约见面。
后来， 两人几乎每个月都会见面。 在
长期的交往过程中， 李大钊与章士钊、
吴弱男夫妇结下了深厚友谊。

回国后， 章士钊和李大钊各自走
上了不同的道路， 但两家的友谊未受
影响。 1925年秋天， 为了便于开展革
命工作， 李大钊向吴弱男借用这台打
字机长达一个月之久。 利用这台打字
机， 李大钊打印了不少党的秘密文件，
并与共产国际和苏联驻华代表进行了
密切联系。

1927年4月28日， 李大钊遇害。 为
了纪念李大钊， 吴弱男一直精心保存
着这台打字机。 1964年7月， 她把打字
机捐献给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李大钊、 陈独秀读了 《共产党宣
言》 （下简称 《宣言》） 英文版后， 都
认为应当尽快将此书译成中文。 然而，
翻译此书绝非易事， 就连作者之一的
恩格斯也曾说翻译 《宣言》 是异常困
难的。

后来， 戴季陶在上海主编 《星期
评论》， 打算连载 《宣言》， 便着手物
色合适的译者， 找到了当时年仅29岁
的陈望道。 陈望道回到阔别多年的故
乡浙江义乌分水塘村， 在自家破陋的
柴房中开始了 《宣言 》 的翻译工作 。
他依据 《宣言》 日文本与英文本， 凭
着 《日汉辞典》 和 《英汉辞典》， 夜以
继日字斟句酌地翻译， 费了平时译书
的五倍工夫， 把全文译了出来。

但彼时 《星期评论》 已停刊， 陈
独秀等人就筹措资金， 在上海辣斐德
路 （今复兴中路） 建起了一个秘密印
刷所， 1920年8月， 《共产党宣言》 的
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在这里问世。

摘自 《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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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 大凡清官廉吏， 都能
严于自律， 守持廉德， 常常赋诗拒礼。

况钟为苏州知府时， 人称 “况青
天”。 明正统五年， 况钟赴京述职， 苏
州大小官员和百姓纷纷赠礼送行。 可
况钟全部拒收， 并作诗一首， 倾吐心
声： “清风两袖朝天去， 不带江南一
寸棉。 惭愧士民相饯送， 马前洒泪注
如泉。”

明人李汰任朝廷主考官时， 为政
清廉， 一身正气。 一次， 他到福建主
持科举考试， 有人暗中馈赠两根金条，
李汰厉声斥责， 并在礼品盒上题诗回
绝： “义利源头识颇真， 黄金难换腐
儒贫。 莫言暮夜无知者， 须知乾坤有
鬼神。”

古代诸多清官 “作诗拒礼”， 并非
“作秀”， 而是口心一致、 表里如一地
“袪贪戒贿”。 唐代诗人杜甫在成都为
官时， 一天， 太子舍人张某当面送给
他一条华贵的锦褥 。 杜甫吟诗曰 ：
“开缄风涛涌， 中有掉尾鲸， 透迄罗水
族， 琐细不足名。” 张某见杜甫不为所
动， 便说： “睡在这锦褥之上， 定会
神清气爽， 延年益寿……” 杜甫见对
方仍不想收回锦褥 ， 又吟诗一首 ：
“领客尊重意， 顾我非公卿， 留之俱不
祥， 施之混柴荆。” 那人只好收起锦褥
怏怏而去。

还有一些清官更是高明， 为了防
患于未然， 干脆 “张贴告示， 有言在
先”。 清代康熙年间， 张伯行任福建巡
抚。 面对官吏臣民送礼， 他或婉言谢
绝， 或拒之门外。

尽管如此， 拜谒者仍然络绎不绝。
于是， 张伯行便写了一则如诗如歌的
檄文， 张贴于巡抚衙门外： “一丝一
粒， 我之名节， 一厘一毫， 民之膏脂，
宽一分 ， 民受赐不止一分 ， 取一文 ，
我为人不值一文。 谁云交际之常， 廉
耻实伤， 倘未不义之财， 此物何来。”
送礼者看罢檄文， 一个个汗颜离去。

送礼者与拒礼者 “诗来诗往” 的
佳话， 更有意思。 北宋清官包拯六十
大寿时， 皇上念其德高望重， 劳苦功
高， 要给他做寿。 包拯推辞不过， 只
好从命。 但他再三声明 “拒收寿礼”。
张奎是包拯的同乡好友， 又同殿为臣，
心想， 我的礼他总该收吧。 于是前去
送寿礼， 并赋诗一首： “同窗同师同
乡人， 同科同榜同殿臣。 无话不谈肝
胆照， 怎能拒礼在府门。” 包拯看后提
笔写道： “我们本是知音人， 肝胆相
照心相印。 寿日薄酒促膝谈， 胜似送
礼染俗尘。” 张奎看罢， 只好把礼品带
了回去。

行文临尾， 笔者有感 “拒礼诗”，
拟作一首打油诗： “古代清官世人颂，
吟诗拒礼实高明 。 今日公仆明镜鉴 ，
反腐倡廉当用功。”

摘自 《光明日报》

■史海钩沉

古代清官
拒礼诗

？？中中共共一一大大会会址址
是是怎怎么么重重新新找找到到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