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5月25日 星期三 ■责编：郑薇 校对：温云高RUIJIN BAO 3

▲《新青年》编辑部旧址。

▼1919年5月10日，许德珩在原京师地方检察厅的笔录

▲陈独秀被捕档案

◀《新青年》

档 案

热播电视剧《觉醒年代》，生
动直观地再现了三大历史事件：
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国共
产党成立。《觉醒年代》中的很多
事件，都是在《新青年》编辑部旧
址中发生的。

2021年6月初，位于北京东
城区北池子大街箭杆胡同20号
的《新青年》编辑部旧址（陈独秀
旧居）专题展正式揭牌开放。旧
址内原景重现了电视剧《觉醒年
代》中的部分陈列，并首次汇集
展出了陈独秀、李大钊编辑《新
青年》时的往来书信及编者作者

之间的通信手札，让观众了解和
感受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探索救
国救民的初心和使命。

《新青年》编辑部旧址，是五
四运动“总司令”陈独秀的司令
部。1917年1月，陈独秀受蔡元
培邀请担任北大文科学长后，将

《新青年》杂志迁居至此。后来
由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
钊、鲁迅、沈尹默等人轮流编辑，
鲁迅的《狂人日记》《孔乙己》，李
大钊《庶民的胜利》都在此刊物
上发表。《新青年》杂志是觉醒年
代的启蒙标志，编辑部所在的院

落，也是一代人心目中的地标。
1920年2月，陈独秀离开此处去
上海创办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李
大钊则在北京创办马克思学说
研究会，南陈北李，友情深厚；并
肩作战，相约建党。

对《觉醒年代》再现的五四
运动事件，北京市档案馆有相关
档案佐证。档案馆中留存珍贵
的五四运动的档案157件。翻开
五四时期的档案，重回激情飞扬
的年代，让档案为您讲述五四前
夜和五四当天、五四运动之后发
生的事件细节故事。

外交失利引举国哗然
1918 年 5 月初，中国留日学生在获悉北洋政府与日本

政府签订密约、日本妄图侵占中国胶东半岛的消息后，极
力反对，公开举行抗议中日军事秘密协定的集会游行，遭
到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残酷镇压，中国留日学生为反抗日本
暴行，集体罢课回国。归国学生代表李达、龚德柏等到北
京与爱国学生见面。经过奔走酝酿，北京学生于 1918 年 5
月 21 日，向北洋政府发动了示威请愿游行，参加游行运动
的有各学校学生 2000 多人，各校推举许德珩、易克嶷、段
锡朋等 8 名学生为向总统府请愿的代表。前所未有的游
行，奏响了五四运动的前奏。由于缺乏思想动员，大部分
学生对请愿的意义缺乏深入理解，时间仓促，准备不足，并
未达到预期效果。但此次活动将北京和天津的学生联合
到一起。

到了1919年1月，巴黎和会召开。中国作为战胜国，在会
上提出取消列强在华特权、取消中日“二十一条”等不平等条
约、归还德国占领的青岛等项要求，但英、美、法、日、意等帝国
主义国家，不顾中国协约国成员的地位，擅自决定将德国在山
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而北洋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
居然准备在协约上签字承认。

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利的消息，最先是由中国留法
学生知晓，并一致反对签字，4月底，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利
的消息传来，举国哗然。北大学生得到中国外交失利的消
息后，更是群情激愤。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也
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新青年》杂志随陈独秀入
驻北京大学，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封建礼教，新文化运动
中播散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种子，已经在北京大学里
生根发芽。

1919年 5月 3日晚，北京大学救国会在大礼堂组织演讲
集会，有两千多名学生参加。时任《京报》主笔与社长的邵飘
萍进行了慷慨激昂的演讲，邵飘萍讲述了巴黎和会中国外交
失败的事实。他激动地说，北大是全国最高学府，在民族命运
系于一发之时，北大学生们应当挺身而出，发动起各校同学，
救亡图存，奋勇抗争！

邵飘萍等人的演讲，点燃了学生的爱国激情，在场的学生
们怒火燃烧，热血沸腾。学生们当即决定将游行活动提前。
会议议决：一是将原计划5月7日在中央公园举行的集会，提
前至5月4日，举行声势浩大的学界大示威；二是示威后去东
交民巷，向美国大使馆递交说帖。会上还决定，傅斯年任总指
挥，段锡朋任总带队，许德珩起草古典文《学界全体宣言》，罗
家伦用白话文起草《学界全体宣言》。由罗家伦等四人代表游
行队伍向美国使馆递交说帖。

笔录记载去曹家经过
1919年 5月 4日上午 10点，北京大学的学生在红楼后面

广场集合。下午1点，北京大学等13所院校3000余名学生举
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学生们提出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

“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合约签字”等口号，在集会上宣读了许
德珩起草的宣言，之后举行了游行。

下午两点半，学生们前往东交民巷。当游行队伍向东折
进东交民巷的美国大使馆门前，推举代表向美国使馆递交说
帖时，遭到军警拦阻。据5月4日当天一直跟踪学生的北洋政
府陆军部驻署宪兵排长白歧昌记述：“学生团于午后二时三十
分整队出天安门，折东进东交民巷西口，至美国使馆门首，遂
被阻止。”学生们想起中国外交历次失败，均与曹汝霖有关，更
加痛恨时任外交总长的曹汝霖。

许德珩在京师地检厅回答问询时说：“我们因东交民巷是
中国地竟不准中国人走进，想起中国外交屡次失败，无不与曹
汝霖有关。”于是学生们当即决定去曹汝霖家兴师问罪。

学生们的活动轨迹与游行路线，在档案里也有记录。学
生们在东交民巷遭军警阻拦后，“即转北往富贵街，东行过御
河桥（今东交民巷东口），经东长安街南行，经米市大街进石大
人（今外交部街）胡同，往南小街进大羊宜宾胡同，出东口北
行，向东至赵家楼曹宅门首。”北京市档案馆馆藏有一份赵
家楼（曹宅）的草图。从草图上看，赵家楼位于长安街东端
之北，南邻前赵家楼胡同，北邻后赵家楼胡同，东邻城隍庙
街。赵家楼共有 4个门，前赵家楼分别有一个敞门和街门，
后赵家楼有一个后门，东边还有一个敞门。赵家楼院内建
筑中西合璧，分成东院、西院和中院三个院落。京师警察厅
在移送京师地方检察厅的报告中称：“前往赵家楼胡同曹汝
霖总长住宅，勘得该宅系路北，大门内计三院，共住房五十
余间。”曹宅院内各种配套设施齐全，西院为西式建筑风格，
中院的书房客厅和带暗房的小楼高大宽敞，东院为中式建
筑风格，书房、浴室一应俱全，西院与东院分别有树林和花
园，后院的隐蔽处藏有地窖。

学生们到曹宅后，几个大门紧闭。学生们“将门
左首临街之房后窗捣毁，由窗洞搭肩跨入将街门开
启，群众即蜂入院内……”此时，曹汝霖家中有章宗祥
和另外一名客人，十几名学生先是冲进东院西北屋的
书房，用报纸、汽油将围屏点燃后，火势迅速向四周蔓
延。此时，曹汝霖听见屋内传来劈里啪啦的着火声，

“即潜入房后浴室隐匿”。曹宅管家燕筱亭则带着章
宗祥躲进了地窖。当燕筱亭听见院内着火声，就外出
去找消防和巡警。

而藏在地窖中的章宗祥，听见“外边起火”的喊叫
声，赶快从地窖中跑了出来，不料被学生抓了个正
着。曹家保安三队队长何文贵的陈述还原了章宗祥
被打后的细节。当时，愤怒的学生们冲入曹宅，追打
曹汝霖，看见穿着一身晨礼服的章宗祥，误认为是曹
宅主人曹汝霖，揪住章宗祥痛打一顿，曹汝霖反倒逃
脱了。曹宅管家燕筱亭回到地窖门口，扶着被打的章
宗祥从东院出来，从东门逃到城隍庙街附近卖烟酒的
东祥成杂货铺。

章宗祥被打和学生被捕的细节，在当事人曹汝霖
晚年撰写的自传《曹汝霖一生之回忆》中记载：“学生
们之前见仲和（章宗祥）穿了晨礼服，认为是我，西装
撕破……”“吴总监随即赶到，一声‘拿人’令下，首要
学生听说，早已逃得无影无踪了，只抓了跑不及的学
生二十余人，送往警察厅”。曹宅管家报警后，巡警赶

到曹宅，“开始殴打学生，有人被打伤，并有学生被捕，
其中有 10来个学生是北大的，被关到 5月 7日才保释
出来”。赶来的消防队员从两边将曹宅的火扑灭。当
天下午燃起的这把火，将曹汝霖宅邸相邻的11间房烧
毁，东院也基本上焚毁。

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的行动震动了全国，“五
四”爱国运动迅速蔓延中华大地。5 月 7 日和 8 日两
天，邵飘萍在《京报》上又发表了《研究对外之办法》

《再告工商实业界》《我国不签字之影响》《拒绝签约后
之一致对外》等一系列文章，声援学生运动。5月 7日
上午，被捕的32名学生由蔡元培等人保释出狱。

北平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成立后，一时间声势浩
大，全体学生争先恐后走上街头，进行演讲等活动。5
月下旬，北平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派人去上海联络。
段祺瑞政府又开始逮捕学生，5月底被捕的学生超过
千人，北大法科（三院）成了拘留所。6月下旬，中国政
府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此前被迫离校的蔡元培也
被北大学生迎回。

作为五四运动的参与者，许德珩在1980年有感而
发，他在为《五四群英》一书的题词中写道：“泱泱大
国，五四群英；心忧天下，身无分文；面壁十年，志在救
民；赵家楼火，万众一心；烧尽腐恶，与民维新。”这几
句话道出了五四青年深沉的忧患意识和博大的爱国
情怀，他们值得后人永远缅怀和思索。

1919年6月11日晚，在北京城南熙熙攘攘
的新世界游艺场，陈独秀因散发《北京市民宣
言》遭到警察逮捕，这是他第二次被捕。

新世界游艺场位于天桥西侧、香厂路与万
明路交叉处东北方向（今东方饭店对面），占地
约 1000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4000 平方米左
右。新世界游艺场在建筑风格上仿照上海大
世界，于1918年2月11日（农历正月初一）正式
建成开业。

6月 11日晚 8时，陈独秀出现在新世界游
乐场。他身穿西服、头戴白帽，西服兜内装得
很满，他手里提着一个方包，包内装有印刷物
品数百张。当晚，陈独秀并不是一个人去的，
他与胡适、高一涵等安徽同乡相约，在新世界
游艺场的一家饭馆里聚餐。与胡适、高一涵分
手后，陈独秀准备执行他的特殊任务：散发《北
京市民宣言》。

西服、白帽的装束，明显与来此玩耍的闲
散游客不同，陈独秀的内心紧张而又充满期
待，新世界游艺场人流密集，各界人士都有，他
想寻找一处人少并且光线暗些的地方，趁没人
注意，像天女散花一样，将传单散发出去……
未料想，他频繁地上下楼的举动，早已经引起
了巡警秦树勋、李文华的注意，这两人一直跟
踪尾随着陈独秀。时间在悄悄地过去，天越来
越黑，已经到了晚上 10点，陈独秀来到五层屋
顶花园。

陈独秀在五层花园的西南方黑暗处，手持
传单，正欲向游客抛撒时，被潜伏跟踪的巡警
探员李文华等人发觉，将他逮捕。从陈独秀身
上，警察搜出“传单”一大卷计 50张，另有几件

物品，其中有陈独秀的名片，黄皮夹子一个，内
有现洋票两张共六元、中钞四张四元、铜元票
五吊、小洋四角和字帖等。这些也都被一一记
录在“案”。当天半夜，有人打来电话，胡适与
高一涵才知道陈独秀被捕的消息。

当晚，京师警察厅的警察还去陈独秀在箭
杆胡同的家，里里外外地搜了个遍，搜出《北京
市民宣言》传单和不少进步杂志与信函。《北京
市民宣言》有中、英两种文字，开头部分直言
道：中国民族乃酷爱和平之民族。今虽备受内
外不可忍受之压迫，仍本斯旨对于政府提出最
后最低之要求，包括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
济上之权利，并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等
五条。宣言中号召，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
部两机关，希望以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如果
政府不顾和平，那么学生、商人、军人等各界人
士惟有采取直接行动的方式解决根本问题。

《北京市民宣言》所提的要求，条条令北洋政府
心惊肉跳，所以才有深夜在新世界游艺场跟踪
并逮捕陈独秀的事件。

6月 13日，《国民公报》报道陈独秀被捕的
消息，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学界、商界、
政界等各界人士都纷纷营救陈独秀。6 月 16
日，北京大学教授刘师培、马叙伦、康宝忠、王
星拱、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教员王世泽、交通部
铁路管理学校学监余之风等数十名教授联名
保释陈独秀。20日，民国大学校长应善以联名
中国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29人致函警察
总监，保释陈独秀。

迫于舆论压力，京师警察厅于 9月 16日做
出释放陈独秀的裁决。

《新青年》让青年觉醒
五四运动发生不是偶然的，是爱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率先在半

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吹响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争取民主与科
学的号角。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
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
子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六三’运动时，就不但是知识分
子，而且有广大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成了全国范
围内的革命运动了”。

到1919年6月3日之后，五四运动进入了新的阶段。由学生罢课，
转工人罢工和商人罢市。3日上海的钢铁业工人、印刷、纺织、火车、电
车工人开始罢工响应；5日商人罢市，其他各地工人商人也随即加入。
6日，上海银行业举行罢市。继上海之后，天津、南京、武汉、保定、济
南、开封、长沙、杭州、安庆等大中城市以及山西、陕西、广东、广西、福
建、黑龙江、吉林、辽宁等各省的学生们罢课、演讲、查禁抵制日货，全国
学生都卷入了反帝的怒潮之中。《新青年》杂志的文章及后来的五四运
动，惊醒了整个时代的青年。《新青年》崇尚的自由、进步、民主、科学等
历史命题，让无数爱国青年迸发出排山倒海的巨大能量，开始了救国复
兴之路的艰辛探索。

五四运动两年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与会者的
平均年龄仅为28岁。

1923年6月，《新青年》成为中共中央的机关理论刊物，直到1926年
7月停刊。从创刊到停刊，它见证了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开展
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广泛传播的历史过程，在党的创建史上发挥
了重要作用。

《新青年》编辑部旧址的西墙上，青铜浮雕绘制着陈独秀、李大钊等
人曾在此工作的场景，院中的鱼缸里，几只红色小鱼欢快地游弋。徜徉
院中，很难想象，这座百余平方米的小院子，曾是新文化运动的主阵
地。如今，旧址内原景重现了电视剧《觉醒年代》中的部分陈列，收藏了
马灯、茶壶、毛笔、公文包等剧中道具。对那段令人觉醒的年代，陈独秀
与《新青年》，是值得人们纪念的。

□沙 敏

档案中的“觉醒年代”

还原陈独秀被捕经过
1

2

陈独秀散传单被捕4 5

3 章宗祥躲火被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