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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他的红色收藏“补遗于万一”
他与京城“破烂王”结成好
友，不断在废纸堆里翻拣珍贵
的文字；他奔走于江西、湖南等
革命根据地，从乡村旧房的墙
缝、房梁抢救下多件革命信函、
传单。为此，他不仅花费大量
时间精力，还投入很多金钱，万
不得已的时候甚至卖掉价值数
十万元的古玩……
本报记者刘江
上世纪 80 年代末的一天，在北京古玩市
场的地摊上，王金昌无意中发现一本用纸绳装
订的蜡刻小册子，
封面上书“抗日游击队纪律条
令草案”。他的心怦怦跳，感觉难以置信：
“我一
直对中国革命史很感兴趣，对八路军 129 师的
事迹耳熟能详，想不到居然能在市面上看到这
么宝贵的资料。
”
其后，他惊讶地发现这并非偶然——
— 大量
本该由图书馆、资料室、研究机构严格保护的革
命历史文献被随意丢弃，少数流落到旧货市场，
还有相当数量被直接作为废品、垃圾处理，
永远
地消失了。
从此，王金昌几乎把所有业余时间都用来
对文献类革命文物进行收藏。
他与京城“破烂王”结成好友，不断在废纸
堆里翻拣珍贵的文字；他奔走于江西、湖南等革
命根据地，
从乡村旧房的墙缝、房梁抢救下多件
革命信函、传单。为此，他不仅花费大量时间精
力，还投入很多金钱，万不得已的时候甚至卖掉
价值数十万元的古玩。
30 年间，他抢救性地收藏并整理了涉及
中国共产党成立、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
新中国成立等时期近 2000 件革命文物。
那些发黄的启蒙书刊、影像模糊的黑白照
片、语言质朴的红军家书以及盖着红色印章的
公函、法规、证件，浸染着战火烽烟与壮志豪情
的浓烈气息，
将历史粗粝、立体的面孔推到人们
眼前。
目前，王金昌的一部分红色收藏被陈列在
北京忠良博物馆，已经免费接受近 10 万人参
观。军事科学院专家评价，这些收藏“具有较高
的保存和研究价值，是对现有红色史料的有益
补充。
”

从废纸堆、旧房墙缝和房梁寻找
革命遗存
王金昌可谓“奇人”。他履历丰富，
做过官也
经过商，能绘画会书法，同时又是屡获大奖的
作家。
上世纪 80 年代，王金昌是北京古玩市场
的常客，凭借深厚的历史知识和过人眼力，
成为
收藏高手。与革命文物的偶然邂逅，
改变了他的
人生轨迹。
八路军 129 师的故事王金昌早就耳熟能
详。这个被誉为“抗战最能打”的师战功赫赫，令
日寇闻风丧胆。关于这支神勇的队伍一直有很

中华苏维埃时期党徽、党证、党章。
多传说，王金昌从《抗日游击队纪律条令草案》
中对其屡建奇功的原因豁然开朗：这份 14 页
5000 余字的草案，关键内容有二：视群众利益
于最高；明确提出联合一切力量抗日。
王金昌极度兴奋，
他敏锐地意识到这份材料
非同寻常的史料价值，
马上掏出几十元钱买下。
几年之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专家
鉴定称，
这是“历史文献的珍本”，
对于研究我党
军队建设和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建设有重要史料
价值。1995 年，
他将这件文物无偿捐赠给军博。
熟知王金昌的人说，他收藏革命文物不是
兴之所至的雅好，
而是带着感情和信念。
王金昌的红色收藏主要集中于书报、日记
等文献材料，遴选的标准建立在他个人对党史
的独特视角，
强调重要性、稀缺性、生动性。这些
文物补充了正史记录的不足，
在宏大叙事之外，
打捞了诸多具体而细微的历史细节。如中华苏
维埃开具的村民结婚证和废婚证，反映了苏区
倡导婚姻自由；一封红军家信中写道：
“只有取
得第五次反围剿胜利才能保障分田胜利”，
揭示
了土地革命凝聚民心的力量……
王金昌的藏品中不乏珍品、孤品。如苏区石
印版的《中共六大党章》，党史专家认为可能是
于今仅见的一份单行本。此外，
他还收藏了全套
《向导》。
《向导》是第一份中国共产党机关报，于
1922 年创办，第一任主编是蔡和森。1927 年被
迫停办，
共出版 201 期。
王金昌的收藏基于特殊的时代背景。上世
纪 90 年代开始，很多博物馆、图书馆大规模建
设翻新，大量书稿和文件材料被清理、废弃。之
后，扫描和数字技术普及，
一些图书馆管理者忽
视实物版本的保存，
导致一些珍贵资料被丢弃。
此外，一些政府机关不注意保存重要文献，
使一
些领导人和历史名人的文字材料被不经意地当
成废品。
王金昌说，
那些手书、油印的文字材料数量
有限，其所记载的内容不可篡改，
因而十分稀缺

红军家信。

珍贵。由于岁月侵蚀和战争环境残酷，
许多材
料纸张变黄、发脆，
虫蛀、雨打、火烧的印迹明
显，但破损的外形与残留的内容，
无不传递着
宝贵的历史信息。
随着留存在世的文献越来越少，收藏变
成一场跟时间的赛跑。很多年里，
王金昌是京
城“破烂王”的大主顾，一接到有废书废报的
电话，
就火急火燎地去验货。小区的保安常常
纳闷：这位明明是个大老板，
为啥总是一麻袋
一麻袋地往家里运破烂？
王金昌除了在全国各地的文物市场“捡
漏”，
更常常趁假期在江西、湖南、湖北等革命
老区四处奔波搜寻。
2006 年，王金昌迎来了收藏史上的一
次大丰收。江西老区赣州进行大规模新农村
建设，拆旧建新的过程中，在墙缝、房梁中发
现了 100 多件中华苏维埃、中国工农红军时
期的革命文物。当时已经有人购买，
王金昌得
知其中有 1930 年兴国县苏维埃编印的《红
军歌曲集》，感到非常珍贵，志在必得。为此，
他毅然将一件收藏的价值数十万元的明洪武
时期的瓷碗卖掉，
收购了这批文物。

会理解，为什么老百姓愿意参加红军，
为什么
会有那么多妇女参加革命。
北京忠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是大型石
碑拓片《中国共产党十大纲领》。深红色的拓
片长 2.7 米、高 2.16 米，由朱砂拓印，全文约
1500 字。字迹清晰、画面精美、气势磅礴，是
很多参观者打卡留影的背景。
博物馆馆长张晓东与同事经过实地探访
得知，碑刻是由中国共产党川陕省巴中县特
别市委员会于 1933 年 11 月刻成。十大纲领
是中共六大提出的，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
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政治
主张和奋斗目标。
拓片背后的石碑充满传奇色彩。1935
年，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北上后，
国民党巴
中县县长杨杰下令，让民工砸碎刻有《中国共
产党十大纲领》的石碑，
称“毁其碑、除其毒”，
石碑的三块石板被断成九块。民工感念红军，
趁黑夜将碑块埋于西城门内侧的壕沟里。
王金昌还收藏了一份毛岸英手写信件仅
有的复印件。这是他在一家出版社处理的旧
资料中发现的。在这封写给杨开慧姨妈之子
向三立的信中，毛岸英谈及一件家务事——
—
舅舅提出“希望在长沙有厅长方面的位置”。
文物
“述说”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毛岸英在信中写道：
“反动派常骂共产党
纵观王金昌的收藏，
可谓一部浓缩、实物
没有人情，不讲人情，而如果他们所指的是这
版的革命史，
人物与故事栩栩如生。
种帮助亲戚朋友同乡同事做官发财的话，
那么
北京忠良博物馆馆员吴花说，很多观众
我们共产党正是没有这种‘人情’，不讲这种
深感惊讶，私人收藏居然有陈独秀主编的全 ‘人情’
。共产党有的是另一种
‘人情’
，
那便是
套《新青年》杂志以及大量“赤色书刊”。
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对劳苦大众的无限热爱，
100 年前，中国的命运处在十字路口， 其中也包括自己的父母子女亲戚在内……”
救国主张五花八门，政党团体不计其数，
各方
势力粉墨登场。100 年后，很多人追问：拯救
补遗于万一
中国的为什么是共产党？
令王金昌十分震撼的一件文物，是一张
通过查阅资料、访问专家与当事人亲属，
用草纸写的《卖女状》，一位老人被逼无奈要
王金昌不断挖掘文物的内涵。白天，
他是长袖
卖掉十几岁的女儿。王金昌说，
看到这个你就
善舞的企业高管；晚上，他独守青灯引经据

典，
甄别藏品的真伪和价值。
人民出版社将王金昌收集的大量票证、
公函、报刊进行整理，出版了《陕甘宁边区经
济典藏》。这些文物表明，陕甘宁边区选择了
一条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经济发展道路。中
共党史专家石仲泉在序言中写道：这条道路
不仅支撑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
全面胜利，
也奠定了新中国经济的基础。可以
说，
新中国经济直接从这里走来。
30 年里，王金昌还整理出版了由解放
军出版社出版的《红色典藏》、人民出版社出
版的《北平日记》
《建国日记》等书籍，并撰写
了大量散文、小说，为一些电影、电视剧的编
剧提供历史资料。
他有别于官方叙事的个人视角，复活了
大量淹没在岁月长河里的人物与故事，拓展
了人们考察历史、观察人性的视野。其中引人
注目的是他对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有
争议人物的发现。
2006 年 10 月，王金昌在北京报国寺文
化市场偶然发现了 20 本共约 150 万字的手
写日记本。记载了作者自 1938 年到 1943 年
的生活历程。日记本异常整洁，
漂亮的墨水钢
笔字和行云流水般的纪实书写深深吸引了王
金昌。
后经了解，作者董毅出生在民初仕宦人
家，父亲曾在北洋政府所辖天津任职。1938
年，他考取了辅仁大学国文系。董毅的日记，
详细记载了日寇给北平百姓带来的生命威胁
和生活困苦，同时真切反映了爱国青年对侵
略者兽行的愤恨。2009 年，人民出版社出版
了由王金昌整理的五卷本《北平日记》。
王金昌说，如果我收藏的这些革命文物，
能为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补遗于万一，
为那些牺牲的烈士作为迟来的祭祀，为下一
代提供直观鲜活的革命史教材，就是我最大
的安慰了。

“希望这部电影帮助年轻人回望百年征程、读懂百年初心”
访《1921》导演黄建新
本报记者刘小草
“一百年前，有一群青年满怀理想和壮志，
在国家和民族的危难关头挺身而出，矢志改变
中国的面貌。”谈起新电影《1921》，即将迎来
67 岁生日的导演黄建新面带笑容、目光炯炯，
仿佛有用不完的热情，
“希望这部电影能给如今
的年轻人提供一个回望百年征程、读懂百年初
心的机会，
引发他们的共情与共鸣”。
从 2009 年上映的《建国大业》算起，十几
年间，黄建新拍摄、监制了《建党伟业》
《智取威
虎山》
《湄公河行动》
《我和我的祖国》等一系列
国产主旋律佳作。在专注现实主义题材、探索主
旋律创作的道路上，黄建新称得上是国产电影
的“领路人”之一。
建党百年之际，这位有着 48 年党龄的老

党员献上了一份特别的“生日礼物”——
— 监制、
执导电影《1921》，影片由郑大圣联合执导，黄
轩、倪妮、王仁君等主演，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
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后数月的历史细节为主
线，讲述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风雨如磐的时
代担起救亡重任的故事。
拍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难在哪？如何
在遵循历史真实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再现历
史场景、还原历史细节，还要兼顾创新表达。日
前，黄建新接受《新华每日电讯》草地周刊采访，
畅谈电影《1921》及其幕后故事。

拍革命历史题材，应“大事不虚，
小事不拘”
草地：您能不能用几个关键词简要概括和

介绍《1921》这部电影？
黄建新：为了《1921》，我们团队已经创
作制作了近 5 年时间，凝聚了几百名电影人
的心血，电影所呈现的内容非常丰富，
很难用
几个词来概括。
《1921》是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拍摄的，
希望表现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
最早的一批革命先辈的精神世界。虽然他们
和如今的我们身处不同的时代，却有一种宝
贵的精神贯穿始终。这种精神是互通的，
是超
越历史局限的，
是一种“传承”。我们想通过对
百年前中国最优秀的这批人的“接近”和“表
达”，探索“中国精神”到底在哪里。为观众呈
现一段丰富的历程，展示一种追求和向往，
这
是《1921》所希望实现的。
草地：剧组对史实的把握非常严谨，
曾花

费 4 年时间打磨剧本，并在全世界开展挖掘
史料的考据工作，还邀请党史专家对剧本进
行指导、把关，甚至 1 ：1 复原了一大会址在
内的部分老上海石库门建筑。您如何处理历
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关系？
黄建新：我经常提到一个观点，
拍革命历
史题材，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大事不
虚，小事不拘”。
“大事不虚”说的是大的历史
事件必须真实，
不能虚构；
“小事不拘”说的是
可以用合理的戏剧手段、虚构方式，
让整个故
事变得更加精彩，和观众贴得更近，
让他们喜
欢看。
面对史料，每当我们找到一个被“触动”
的点，并且是历史人物真实存在的品质时，
我
们会将其放大，顺着它的线性逻辑去寻找表
现方式。电影里有一段剧情，
李达划着火柴准

备烧日货，却发现火柴也是日货，他哭了。他
是个性情中人，所以会流泪。他也是“执拗”
的，冒着被跟踪的危险去印刷厂，只为把“百
姓”二字改成“人民”，目的是让大众知道“人
民”才是主人。
不仅是李达，我们也在寻找每一个人物
的性格特点。陈独秀是一个非常“任性”的人，
电影里有很多围绕这个性格特点的刻画，比
如“五四”一结束，他就义愤填膺地亲自上街
发传单，被抓捕入狱。又比如，李大钊是一个
非常沉稳的人，说一句就是一句，
他在电影中
的台词，
中肯又很尖锐。
我希望这些历史人物可以活灵活现地展
现在观众面前，让观众觉得自己和历史人物
是有亲近感的。
(下转 15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