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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怎样收集普通人老照片的”
■编者按
纪实摄影家晋永权花了
20 多年，收集、整理、甄选出
从 1950 年代初期到 1980 年
代末期，1500 余幅佚落的日
常生活照片，集结成册，命名
为《佚名照》。这些照片的拍
摄者、持有者、被拍摄者皆是
佚名
这是一部普通人日常生
活的影像史。20 多年来，他
穿梭于城市的大街小巷，
在旧
书、旧货市场，搜集那些可能
出现在我们每个人家庭相册
里 ，却被遗忘在角落的老照
片，
试图找出中国人日常照相
行为中的社会与历史逻辑
草地周刊邀请晋永权撰
文，
谈一谈他和《佚名照》背后
的故事

里奔波助力圆梦小康

晋永权

探寻这些照片，
首先必须大量“阅读”，
就是
要做足田野调查。到哪里去“阅读”，
“田野”在哪
里？一家一户去看人家的照片，
翻人家的相册显
然不合适也不可能。
这时候，
就要感谢那些在旧书、旧货市场上
风吹日晒雨淋的小商贩了，
他们四处收集、售卖
旧相片，
足迹遍布全国各地。这些规模不一的摊
位自然就是调查的“田野”。而大量的“阅读”，包
括初步归类的工作，在这一过程中自然而然得
以实现。
大城市是资源比较集中的地方，北京、上
海、南京、杭州、沈阳、长春、哈尔滨、天津、广州、
武汉、成都、重庆、拉萨、西安、兰州、银川、乌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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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干部：数千公

右图：
晋永权收集的佚名照。

“田野”
在哪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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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幸福生活，人们首先
会想到什么？是追梦中苦与乐
的交织，
是家中袅然的烟火气，
抑或是茫然中结缘的“明灯”照
亮了前路……
一组以“圆梦小康幸福有
缘”为主题的系列视频征集，
让
千千万万普通人以缘相聚，寻
找幸福的源头。
在参与者的镜头中，幸福
与缘分的模样千姿百态，普通
地铁员工寻梦冬奥战队、表叔
表婶养蜂找到致富经、扶贫干
部们驻点奋斗、
“卤 肉”兄 妹
起早贪黑创业……此次征集
由新华社民族品牌工程办公
室与江苏今世缘酒业有限公
司 共 同 发 起 ，短 短 两 个 月 时
间，征集到了近百部作品，镜
头中展现的是普通人结缘“梦
想”，砥砺奋进的精气神。

《佚 名 照》背 后 的 故 事

“围绕 20 世纪下半叶这些普通人的日常
照片，讲讲照片中人物的故事，讲讲你 20 年来
收集整理过程中的故事吧！
”
《佚名照》出版以来，每当读者朋友提出这
样的问题时，
我总是感到有些难以回答。从本世
纪初，我偶然接触、关注起地摊上随意放置、价
格低廉的普通人生活照，每张照片背后到底有
什么故事，有什么样的时光记忆、悲欢离合，或
令人一唱三叹的个人叙事，及至其背后的宏大
主题，甚至神秘的历史之谜，等等，都不是我最
初关注的焦点。
为什么会这样呢？
20 世纪末的怀旧情绪并没有因千禧年的
到来戛然而止。相反，
怀旧日渐成为一种公共情
绪。人们通过一张张名家名人照片、历史节点图
像，来建构自我和想象他者，甚至记录历史。讲
故事是一种“永恒”的方法，故事讲述者从来不
会缺乏听众，甚至不会缺乏市场。一方面，通过
故事“介入”图像，特别是有血有肉的日常生活
图像，是一条捷径；另一方面，用图像作为历史
研究的证据，
或可成一家之言。
我为何反其道而行之？
这些“难登上大雅之堂”，只是偶尔作为其
他叙事手段辅助之物的“佚名照”，恰恰占据了
中国人影像留存的绝大部分。在一个物质普遍
匮乏的年代，它们曾经如此庄重地被摄制出来，
充满了神圣的仪式感；它们被珍藏、赠予、怀念，
保留了珍贵的个体、家庭与集体记忆。但当经历
了改革开放，
物质极大丰富、生活水平极大提高
后，却又如此决绝地被遗弃了。这到底是为什
么？这些看似杂乱无章的存在，
是否存在理性秩
序——
— 它们是自由散漫的野蛮生长，还是历史
与现实交织的必然产物呢？
这些 20 世纪下半叶产生，随之又被弃置
的日常图像，不是应该引起极大关注，
值得投入
精力认知探寻吗？
表演性、模仿性、实用性、符号性与互动性，
这是 20 世纪下半叶的日常图像特征。20 多年
后的今天，再回望《佚名照》的搜集、整理过程，
每一步都充满艰辛。照片上的人物没有姓名，没
有拍摄者，
甚至不知道是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拍
摄的。在这种情况下，
去寻找类型、归纳分析、找
出特征，没有一件是今天想到明天就可以做到
的事情。要找到看见这些照片的渠道，
要看得足
够多，要逐步形成认知、归纳与分析，直至得出
结论。总之，这是一个冒险行为，开始是，如今
也是。
但激励却始终相伴。这些消弭个体差异的
佚名照，摆脱了具体信息的纷扰，
拉开了照片与
现实的距离，
为归纳、总结它们的共同特征提供
了某种便利与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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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齐，等等。东西南北中，都要利用一切机会
走到、看到。有些地方，
去了就有收获有感受，
而有些地方去了后却没什么收获，甚至很是
沮丧，与期待的差别很大。但必须要去看看，
这样心里才有底，不会留下遗憾。当然，一些
地方反复去，不停地有收获，
比如北京的潘家
园，2010 年前后那里逐渐聚集了全国各地
收来的旧照片，
量大，
类型也多。
这一过程中，再穿插着去看一些地级市，
甚至县城的旧货市场，包括村里的杂货店，
特
别是各地废置的照相馆，时常也会有意外
之喜。

潘家园里的小潘
北京潘家园内鱼龙混杂，几乎从开园以
来，20 世纪下半叶的日常照片便随处可见。
有关照片，
摊主们想当然认定哪些值钱、哪些
不值钱，
熙来攘往的人们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价格的“鄙视链”上，普通人的日常照片处在
最低一级。
我偶然闯进小潘的店面时，他正为自己
收集的粮票、钱币、奖状能不能卖上价操碎了
心。世纪之初，小潘母子二人从温州来到北
京，在潘家园做起了生意——
— 母亲在外露天
摆摊，
他则租了间门面。小潘的摊位上摆放着
几张民国照片，还有不少上世纪批量印制的
张贴照片。我注意到他桌子下面有一个大纸
箱，
随意堆放着不少老照片。
每当我在那些“杂七杂八”的照片中闷头
挑选时，小潘总是特别困惑地看着我，疑惑
“那么不起眼的东西怎么还会有人要呢？”而
我总是和他约定，
“三块一张，认为好的你再
拿回去”。小潘的纸箱经常换，疑问和对话却
一直这样持续下去。
全国各地的货源源不断，打开时仅凭
扑面而来的陈年霉味，就知道这是南方卖
家托运来的。而那些干燥易折、看似更加精
心 保 存 的 照 片 ，无 疑 来 自 北 方 ，包 括 西 北
卖家。
十来年，断断续续，在这个隐蔽的角落
里，我蜷缩在寸土寸金的拐角，弯腰低头挑
选着。
“田野，这就是田野。”体力达到极限的
时候，我一直靠着这个信念支撑着自己。

东北地区集体化时期的日常影像
在沈阳，特别是铁西区，
可以看到一批批
东北地区集体化、工业化时期的日常影像。图
片类型集中、品质好，人们的衣着也很讲究，
拍照仪式感很强，透着当时普通人身上的自
信与尊严。
在锈迹斑斑的锤子、斧头、扳子、螺丝帽，
以及沾满油渍的工作服、棉帽、劳保鞋中看到
这些照片时，
我心头掠过一丝不安。它们那么
娇小柔弱、楚楚可怜，身处这样的环境，随时
都可能会消散一般。而它们却又那样顽强、执
拗，照片上无名无姓的普通人以一种庄严，
证
明自己曾是大时代的过客。无需言语，
一切皆
在眼前。
我在那里第一次看到鞍山几家照相馆拍
摄的照片，非常集中，类型齐全，所使用的背

景布几乎涵盖了风景名胜、革命建设等各类
题材，这与鞍钢当时在全国的经济地位有直
接的关系。这座城市如今已进入资源枯竭型
城市行列，
正在转型。

痕迹是照片经历的最好体现
来自南方的日常照片由于地理气候等因
素的影响，往往会呈现出另一种面貌，
那就是
历史积淀形成的斑驳感。这赋予了照片特殊
的内涵和美学意义。
在南京中华门旧货市场，我见到一位斯
文的摊主。他脚下有一堆破烂不堪的旧照
片——
— 撕裂破损、抠挖涂抹、霉迹斑驳、面目
模糊……我一眼就看中了这些，因为这些痕
迹是照片经历的最好体现。
我跟摊主提出要买这些照片，
摊主笑了，
说不要钱，拿走就是！当然他不失得体地向我
传授了一些判断照片值不值钱的“秘诀”，并
推荐我买那些他自认为将来会更值钱的“好
照片”。
那天的结局没有意外，我勉勉强强买了
两张“好照片”，
他送了我那一堆“破烂”，
彼此
算“交了个朋友”。当然，
后来这对“朋友”再也
没有见过面，因为友谊的发生地——
— 那个旧
货市场所在的小巷已经面目全非，空余一座
倒闭了的现代化商厦。

无论花多少钱，这个必须有！
那是 2015 年的冬天，经过常年的“田
野”工作，
我身心疲惫，
颇有几分厌倦，
感觉再
不收手，
或将前功尽弃。但心中总有隐隐的遗
憾，体现这些照片历史行将结束的时期，
也就
是改革开放初期普通人日常照相行为的图像
还不够。当然，在室外拍摄的，诸如穿着喇叭
裤、戴着墨镜等“奇装异服”的照片已经不少，
但体现爱情、亲情的照片，
包括室内题材的依
然欠缺。
在一个寒冷的周末早上，天津城隍庙旧
书市场异常清冷，只有十来个摊位，
三三两两
的顾客。一个布满灰尘的旧书摊上，
一个同样
灰不溜秋的底片袋混在其间。我简单地翻了
翻几本旧书后，拿起这个袋子，打开，顿时目
瞪口呆：32 张 120 底片，保存质量很好，底
片袋上记录了 1982 年 10 月 2 日，天津一座
小洋楼内一对青年男女的美好时光。我瞬间
做出事后看来并不是特别理性的判断：无论
花多少钱，
这个必须有！
从北京去天津的路上，我与一位同事曾
说起过兜里带的钱数，两人加起来大约有
4000 块。我心里想，哪怕是这个数，也要，大
不了以后再也不买了。当我试探着问老年摊
主，这些底片要多少钱时，回答出乎意料：
“320 块。
”看来摊主早有准备，10 块钱一张。
我迅速掏出 300 元，准备再另找 20 块钱时，
温暖的天津话传了过来：
“看您痛快，20 块别
掏了！
”
至于那天我假模假式地在他书摊上挑
选其他无关痛痒的便宜书籍，但最后又放
了 回 去 的 孩 童 把 戏 ，想 必 让 老 爷 子 见
笑了。

网上时光
有了先前十来年线下收集的经验，当网
络，
特别是旧书网上开始售卖、拍卖这类照片
时，
我便有了如鱼得水般的感受。这种方式最
大的好处是可以快速浏览、搜寻，
只是单张照
片要比实体摊位贵一些，再加上运费，
那就更
贵了。比起摊位上买到的价格，
网上几乎要翻
番。
不过，
到了这个时候，
我已经大体知道了自
己需要什么，哪些是新的类型，
哪些是需要补
充的，
一切都变得较为理性，
投入也比较精准。
网上交易简单直接，
看中的就下单，
没有
其他环节。我从不讨价还价，
看中的照片就买
下来，看不中的，白给都不要。反正本来就便
宜。我这种慷慨之举，
在网上还是感动了一些
卖家，他们经常把我曾买过的照片类型推荐
给我。
更让我感动的是，一些熟识的卖家经常
在上货之前，把货单发给我先过目，我挑选
好，按照货单上的售价把钱打过去以后，
经常
会在精心包装的照片文件里，看到他们给我
退回来的部分货款。更有甚者，
直接把一堆照
片寄给我，根本不提钱的事情，
在留言中还热
情地称我为“老师”，连说“有用就好，有用就
好！
”
收到网上购买的照片时，
无论多么低廉的
价格，
我都能发现一个现象，
那就是摊主对这些
照片都精心包装，
有的用硬纸板护住，
有的夹在
书里，
里三层外三层地裹着。
这一切让我对于这
些照片在普通人心目中的价值有了新的认知，
这些照片在被遗弃的同时，
又被敬重着。
日常生活中的影像文化心理，
真的是需要
研究分析，做了这件事，似乎就接受了诸多人
的嘱托、
期许。
这一切都反复地提醒我，
对待佚
名照的收集整理，要明事理知敬畏，
常怀虔诚
之心，既要有理性之精神，
又要善于体悟事态
人心。
不得想当然，
更不能抱着玩一把的心态。

沉默是最得体的行为
俱往矣。当初作为一个职业的新闻报纸
图片编辑，
开始在熙来攘往、遍地尘土的旧书
摊旁，翻看这些无序散乱的上世纪普通人日
常照片时，
我内心充满了异样的感受。
这些无边无际，既繁复又无序，
没头没尾
的庸常照片，甚至破烂不堪的陈年旧照，
与我
端坐在明亮的办公室里，仔细审视过的每一
张尺幅标准、制作精良、配有精准说明的照
片，有多么不同。特别是与拆阅各地作者来
稿，瞬间决定这些稿件的生死，
或是指导投稿
作者时对方认真倾听的状态，内心的感受有
着多大的区别啊。
这样每到一地就四处打听旧书、旧货市
场，走街串巷，为了便宜得不能再便宜的东西
讨价还价、斤斤计较，
专门寻找这些没有什么
价值的寻常之物的行为，有什么值得炫耀，
或
对外人说道的呢！面对这些佚名照片，
或许沉
默是最得体的行为。当然，
那也是敬意、叹息、
笑声，
抑或评价的另一种表达方式。
俯仰之间皆为陈迹。谁能说这不是日常
图像记忆的重要一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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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多公里路，这三年往
返了数十次，奔波成了张津林
的生活常态。
2018 年，河北省怀安县
被列入京津冀东西部扶贫协
作县，由北京市怀柔区对口帮
扶。2018 年 4 月，怀柔区园林
绿化局造林科科长张津林作为种植技术专家，
被选派挂职怀安。工作之余，张津林反复思考
到底怎样才能发挥当地种植优势，可持续地提
高经济效益。
“榛子”蹦进了他的脑海中。榛子是怀柔的
主要经济作物之一，
具有投入少产出高、
耐旱等
特点。养护起来也比较容易，1 个人就能管理
30 多亩。这让大面积推广成为可能。
他算了一笔经济账，粮食作物 1 亩地的年
收入约 500 元，而榛子 1 亩地高产可达 400 至
500 斤，以生榛子 16 元/斤的市场价来计算，一
亩地至少能赚 5000 元以上。这样一个家庭只要
有 30 亩地种植榛子，年收入就有十几万元了。
想到这里，
他兴奋得差点跳起来。
由于怀柔与怀安气候条件差异较大，张津
林担心榛子无法适应，决定先在县政府宿舍附
近废弃的小菜园辟出一块地作为试验田。种下
50 株榛子苗后 ，这块地成了他心中的“白 月
光”，每天下班第一件事，就是骑车去观察榛子
苗的生长情况。
怀安地处山区，
海拔比北京高将近 700 米，
风大干燥。为了模拟大面积推广之后的自然环
境，
不能使用特殊养护手段，2018 年冬季，
为了
便于观察，
张津林连续 3 个月没回家。第二年春
天，
有 30 多株幼苗挺过了寒冬，
但还是有 10 多
株冻死了。
这可把张津林心疼坏了，他一度怀疑自己
引入榛子种植的判断是否正确。为此，他查遍
了相关图书，又特意回怀柔区园林局咨询相关
专 家 ，还 组 织 考 察 队 ，赴 山 东 果 树 培 育 基 地
学习。
2019 年秋天，张津林的努力终于有了回
应，榛子树结果了。经专家论证，此地具备榛子
种植推广的条件。张津林又开始着手规划 300
亩榛子园的建设。
榛子园项目只是“两怀”对口帮扶的小小一
角。三年来，经过两地通力协作，已经实施扶贫
项目 63 个。怀安农副产品进京销售累计达 2.7
亿元，
带动贫困人口 4300 余人增收。

地铁员工：结缘“冬梦”，不负爱
与责任
“没想到离自己很远的冬奥会，
竟成了生活
的 重 要 部 分”，参 与 冬 奥 赛 场 志 愿 服 务 的 成
超说。
平日里，成超是北京地铁运营三分公司的
一名员工，
从事北京地铁二号线车辆技术工作，
滑雪只是他业余爱好之一。2018 年，他被选拔
成为冬奥滑雪战队队员。
平日里，
冬奥滑雪战队的队员是医生、
消防
员、
银行职员、
企业家、
审计师、
北京地铁运营职
工等。
“我们都希望用所长为国家的冬奥梦想作
出贡献，
一个人的叫‘冬梦’，
大家的力量聚在一
起就叫
‘筑梦’
。
”成超说。
但经历数次实战练兵，大家才发现圆梦之
旅不似想象中那般梦幻美好。
“站在山上，不到
15 分钟雪镜结霜，20 分钟双脚就冻僵了，30
分钟护脸结冰。”经历了首场赛事“远东杯”的
服务之后，激动自豪之余，成超与队友清晰地
体会到了寻梦之路的艰辛。
“服务赛事，和平时滑雪时的随心所欲非
常不同，很多工作都是重复的，很枯燥，但不能
出一点儿错。除了一腔热情，最重要的还是坚
持和毅力。
”在一次一次的实战中，成超与队友
愈加清晰地明白了责任的分量。
几次赛事服务中，成超都负责赛道平整工
作，
这项工作对于腿部力量要求非常高，
往往一
趟下来腿就酸痛得发抖了。在成超的记忆中，雪
道平整组有队员一天推了 15 趟，约 45 公里，
“相当于从天安门一直推到十三陵。
”他笑称，迎
接 2022 北京冬奥会，
储备体能得从现在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