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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历史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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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跨越的现场——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中国民族影像志摄影展”侧记
在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之际，11 月 20 日，
由中国民族博物馆主办、中华世纪坛艺术馆协办
的“在历史跨越的现场——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
年中国民族影像志摄影展”在北京中华世纪坛开
幕。在为期 45 天的展览中，中国民族博物馆以
“民族影像志摄影”为承载主体，以真实、生动反
映中华各民族在过去 40 年间波澜壮阔的历史变
迁为宗旨，选取了充满民族影像志摄影师个人印
迹的记忆切片来展现历史嬗变的现场性和细腻
性，用生活情景来构建改革记忆，将村寨故事拼
合进历史长卷，从而连缀出一部充满民族色彩的
改革开放 40 年历史，为观众展示出改革开放历
程中的那些难忘的记忆与故事。
民族影像志摄影是某一社会过程或文化事
项自然进程中的画面，其角度富有现场感与真实
感，其纪录具有典型性与历史性，其承载信息具
有档案性与本真性，其情感倾注与价值取向客观
中立，并具有表述的可延伸性。近年来，中国民族
博物馆倡导“民族影像志典藏和展示”理念，致力
于以民族影像志摄影作品记录那些正在迅捷变
迁的文化现象与社会场景，以保留濒临消失的历
史瞬间和人文记忆，并使这些凝固的影像在民族
博物馆的文化遗产典藏库中占据重要位置。此次
展览恰如其分地体现了这一理念。
不同于以往，此次展览采用了“一部 40 年影
像编年”和“8 个民族影像志故事”两条线索来构
成整个展览的叙事框架：以“年”为刻度，选取 40
年间中国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具有
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影像，一事一图，以“点”连
“线”，以“大事记”形式串连出一部图像编年，构

成关于改革开放 40 年的时空框架；以征选来的 8
组曾在全国各地长期深度跟拍某一民族、某一区
域、某一领域的人文摄影师作品，共同讲述发生
在民族地区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的难忘故事。
此次展览采取一种独特的影像叙事方式，在
空间里通过对情景化的模拟来突破图片的平面
性，形成立体的展示氛围和空间布局，以增强观
众的进入感；同时图片的排列注重其叙事的交织
性，以团组模块来形成浓厚的情景氛围，使观众
更能感受图片叙事的现场性。中国民族博物馆副
馆长郑茜表示，影像志收藏和展示是一个可以撼
动博物馆传统价值体系的事物，它打破了“人—
物”世界的彼此孤立性，把人的活动接纳进物的
世界里，为化解传统博物馆的人物分离提供了一
种可能。
8 组故事成为历史宏大叙事中闪烁着灵动
色彩的记忆微光，它们共同组合并形塑出改革开
放 40 年的史诗性历程，深层次展现中华各民族
的历史跨越，同时凸显出影像志资料作为历史档
案的珍贵价值。
站在《羌寨影像 18 年：灾难与重生》展览单
元前，每一个观众的心都会被巨幅的画面震撼，
就仿佛站在 10 年前汶川大地震的现场，感受那
场灾难带来的痛和绝望，也感受那场灾难中全国
各族同胞送去的爱和力量。当视线再次移动，穿
越时间隧道，10 年后的地震现场已完全是另一
番景象：高速公路已经通向汶川；移动通信的铁
塔耸立；羌族人住进了政府为他们修建的别墅
区——这是四川摄影家徐献用心用情记录的羌
族历史。

《蒙古族人物志》

《喀什的时光》
《一个彝族记者眼中的凉山巨变》中，是彝族
摄影记者列来拉杜拍摄的凉山彝族结石巴扎一
家的故事。画面日常真实，甚至能让观众感受到
画面人物的气息。
列来拉杜说，
这是他延续庄学本
先生 1939 年、1962 年两次采访的凉山彝族结石
巴扎一家的采访，反映了这个彝族家庭在新时代
的生活情景。
“60 年来，结石巴扎一家从过去的无
房到有房、发展到今天在城里买房的变迁历程，
正
是千万个凉山彝族家庭的真实写照和缩影。”
《山乡巨变·布朗山影像纪实》是云南摄影家
王艺忠花了 33 年的时间持续跟踪拍摄的一组图
片，这些珍贵的镜头见证了改革开放为这个人口
较少民族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巨变。他说：
“布朗山
在上世纪 90 年代以前仍靠松明点灯，以刀耕火
种的传统生活方式艰难度日。改革开放的大潮推
动布朗山逐渐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到 2000
年末，基本解决了粮食自给。扶贫攻坚让布朗山
发展起了茶叶、咖啡、甘蔗、香蕉等经济作物生

产。我长期跟踪拍摄的布朗山寨，在近 20 年间已
两度重新修建……”
《奇迹，天人共鉴》是云南摄影家杨学飞五进
独龙江，通过对独龙族居住的木垒房变迁、消失
的拍摄，反映了改革开放的 40 年里，特别是党的
十八大以来，独龙族迎来历史跨越的关键节点，
翻开社会经济文化快速发展巨变新篇章的过程。
他说：
“过去十数年间，我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
影像。在时间的纵向轴上，这些影像形成了鲜明
和强烈的对比，让我震撼，相信也会让很多人对
一个人口较少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里所实现
的巨大历史跨越感到震撼。”
60 多次到新疆的摄影家尚昌平于 2018 年
夏天，用了 40 多天穿行在喀什的城市乡村，用镜
头记录着这里的新貌、这里的居民，为观众讲述
了一段美好的《喀什的时光》。他说：
“喀什古城从
2010 年至 2015 年，经过五年整修改建，当地人
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改善，有效保护和传承了
老城区历史文化风貌。喀什老城区改造保留了原
有的建筑特征和居民的传统生活习惯，体现了以
人为本的精神，有很多经验值得推广。”
《土族之乡：沧海桑田 40 年》是长期在青海
省土族互助自治县工作的晁生林、曹田泰两人几
十年来记录的土族乡发生的变化故事。他们谈
到，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中，不甘受穷、敢闯敢
干的互助人民揭开了土族之乡历史跨越的序幕。
在过去 40 年里，土族之乡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变
化。如今的互助土族自治县，是全国农产品质量
安全县，是全国森林旅游示范县。这样的变化让
人感到欣慰和自豪。
通过《见证鄂伦春》展览单元，观众看到，鄂
伦春族实现了向现代农业生产、多种经营全面发
展的历史性跨越。1998 年，鄂伦春人彻底放下猎
枪，与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作别，学会了使用拖拉
机、收割机等大型农机具。他们学会了科学种田

有饲养高黎贡山猪和土鸡。房子前面种着一片草莓。
草莓花开得热闹，白色花朵呼应屋后的油桐花，置身花
丛，欣羡爱美人家的勤慧。
进入村民五四益家，屋里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
家徒四壁的现状令人感到心酸。五四益指着墙壁上挂
着的一幅照片让我们看，相片中一位年轻军人正对着
我们微笑。五四益高兴地说，这是他的大儿子，在迪
庆当兵已经是第 5 个年头。他妻子不在世了，5 个孩
子中，3 个姑娘有两个出嫁、一个下落不明，四儿子
在州民族中等专业学校读书。去年开始，托坪村退耕
还林，地里不能种包谷了，他种了三亩茶叶、两亩漆
树，养了三窝蜜蜂。
走在托坪小组，我的眼光总是被房前屋后的油桐
花吸引。树树油桐花开，使得托坪小组春意盎然。每
户村民，虽然房屋简陋，但都打扫得干干净净。我不由
得想起通往托坪小组的路上，或插在地上或架在树上
的竹编漏斗状的垃圾篓。乡里在托坪村委会举办卫生
教育培训，培养村民养成良好卫生习惯。走访托坪小
组农户，大家提到最多的是茶叶，或多或少，大多数人
家都种茶。乡政府在托坪村举办培训班，给村民发放
茶苗栽种，依托老姆登茶品牌带动托坪村增收。托坪

村还栽种有核桃、漆树、草果、柑橘、樱桃等。
伫立山头眺望怒江，由托坪村的扶贫攻坚想到怒
江州的扶贫攻坚，心潮滚滚。怒江州是我国深度贫困
的“三区三州”之一，易地扶贫搬迁是脱贫攻坚中的
重中之重、难中之难。为建档立卡户改变“一方水土
养不起一方人”的现状，实现不愁吃、不愁穿及义务
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搬出大山摆脱贫
困，党中央把怒江州脱贫攻坚放在心窝里，积极转变
群众观念。
匹河乡政府采取易地扶贫搬迁与产业培育、社会
保障有机结合的模式，依托怒江美丽公路及怒族特色
旅游小镇建设等，带动当地的餐饮等服务行业。而吴
府岩画、怒江大峡谷观景等，都是托坪村旅游所具有的
得天独厚的条件。
小雨过后，山色空蒙，空气格外清新。返回乡政府
的路上，我们遇到一位赶集归来的村民，言谈间对易地
扶贫搬迁充满感激。这个村民对我们说：
“ 今后不用扛
着一袋米上山了，孩子读书回家方便，去乡医院看病更
是方便了。至于要到地里干活嘛，在山上住一两个月
就行啦。”我们被这位山民的快乐感染，下山的脚步轻
快了起来，感觉崎岖的山路不再像来时那样难走。

记得有一句话：
“ 你在哪里，书房就在哪里。”常
年在外工作，无固定居所，我的大部分书都随我“东
奔西走”，用这句话来形容我与我的书房的关系甚
为恰当。
20 年前，我被分配到大山深处的一所学校当老
师。开学前的一个周末，我用自行车驮了两纸箱书
□
和铺盖去学校报到。学校依山而建，只有两排瓦房，
一排是教室，一排是宿舍、仓库和煤房。有 4 个老师，
两个是学校附近的，不住校，周末就只剩下一位 50
多岁的陈老师和一个比我大几岁的杨老师。学校为
我腾出一间仓库当宿舍，仓库里有两个纯松木的旧
书架，几乎掉光了油漆，上面落满了灰尘，刚一搬动
似乎就要散架。陈老师建议将书架搬到煤房，等冬
天来了生火用。我觉得拿来生火有点可惜，这可都
是难得的“宝贝”啊。若要重新购买新书架，得到 60
里外的集市上去，山高路远的，非常不方便。杨老师
知我心意，笑着说：
“ 那就把它俩留下，给你做伴儿
吧！”他们很热心，不到半天工夫，仓库就腾出来了。
他们顾不上歇息，又开始帮我搬砖支床，和泥裹炉子、镶烟筒，打扫顶棚上满是
苍蝇尸体的蜘蛛网……我则用几个生锈的钉子和铁丝固定书架松动的木板，
又找来一罐黄漆将书架刷了一遍。顿时，两个旧书架摇身一变，发出金色的光
芒。他们一看，笑道：
“这俩破架子经你一收拾，还真是个‘宝贝’呢！”
几天后，油漆干了，我将书架安置在床边，上面整齐地摆好我带来的书。宿
舍不到 20 平米，办公、做饭、休息都在这里了。我喜欢这样的环境，遂将宿舍称
之为书房，这也是我的第一个书房。学校里没有图书，更别说图书室了，这里就
是我的图书室。尽管书不多，但学生们都很乐意到我的书房里来看书，一下课
就蜂拥而至。后来，我只要去集市，都会买一些书回来。那时工资很低，只有
400 多元，入不敷出，无奈之下只能写信给我的同学，希望他们为山区的孩子
捐书。一个月后，陆续收到了不少同学寄来的书，从五六本到几十本，从旧书到
新书，一时间，两个书架早已经摆不下了，只能堆在地上。
杨老师见状，建议我将堆在地上的书分成几份，分别放在每个教室，设立
图书角，也方便学生阅读。一个星期后，我们都发现图书角的好多书不翼而飞
了。
“书丢了，都怪我。”杨老师有些内疚地说，
“我找了村里的木匠，让他做两个
书架，估计两三天就能做好。”我安慰杨老师：
“孩子们喜欢书是好事儿，就怕孩
子们不爱读书呢！”
增添书架后，我的书房彻底成了名副其实的学校图书室。附近村庄的孩子
们一有空闲，就跑到我的书房来看书。一天晚饭后，有个四年级的孩子来看书，
怯生生地扒在我耳边悄悄地告诉我：
“老师，您的书真多，我也想有个您这样的
书房！”我拍了拍他的小肩膀说：
“ 这就是你的书房啊，也是我们大家的书房！”
那一刻，我看到他童真的脸上充满难以掩饰的喜悦和激动。那一刻，我决定，如
果哪一天我离开这里，就将书房里所有的图书留下来。我知道，我的书房不再
是我自己的，而是孩子们的，它承载着大山里孩子们的希望和梦想。
12 年后，我离开了大山深处的学校，也离开了那个陪伴我度过了 12 年时
光的书房。后来，随着工作的变动，在不同的地方，我都布置过不同的书房，环
境变得越来越静谧舒适。然而，每当我一个人待在书房里时，静谧舒适的环境
反而让我觉得心里空荡荡的，没处着落，总觉得缺少了点什么。尽管有书陪伴，
也可以时常与书中的人物安静地“交流”，但心里却多了一份压抑和孤寂。
或许，我与书房就像两个人的相逢，与第一个书房擦肩而过，但却终身难
忘；与现在的书房平淡如水，但却默默相依相守。我想，无论是哪一个书房，只
要我们曾经拥有过，付出过，爱过，人生就是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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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科学管理，学会了人工养殖等技术。如今，鄂伦
春族田间作业机械化程度达到 100%，全国所有
鄂伦春族村庄已全部实现通电、通路、通广播电
视，都有卫生室、自来水、安居房和文化室。
《蒙古族人物志》由蒙古族摄影家巴义尔选
取改革开放 40 年涌现的 40 位蒙古族杰出人物
组成。这 40 位蒙古族杰出人物的影像作品来源
于新闻现场、单位、家庭、旅途等。摄影家表示，这
些人物诞生、得益于这个时代和社会，也为社会
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一个共同成长的过程，
因而这些照片也就具有了时代价值。
穿越历史，展览让观众记住了那些难忘的历
史瞬间和故事。

花花 盛盛（（藏族））

烟雨朦胧，怒江大峡谷更显壮美。公路从谷底的
怒江畔顺着山势往天上爬，在山脊上写下了一个又一
个“之”字，俨如盘旋在古老图腾中的蛟龙，却又展现出
凌云壮志的现代豪情。一树油桐花扬着湿漉漉的笑
脸，恣意吟咏关于春天的诗句。眼光流连于登天云梯
的公路，不由得想起滇缅茶马古道，思绪穿越千百年的
怒江历史。看着怒江州打响扶贫攻坚战以来的可喜变
化，让人情不自禁唱起《歌声飞出心窝窝》。这首歌一
路伴随怒江人走过改革开放 40 年，唱出了精准扶贫阶
段怒江人的感情：
“ 奔腾的怒江激情的歌/山歌声声震
山河/站在高山望北京/怒江儿女生活多红火……”
地处怒江西岸的托坪村，距离江东岸福贡县匹河
乡政府驻地只有 1.2 公里，但至今仍未通公路，连接两
地往来的是一座人马吊桥。托坪村辖 4 个自然村 6 个
村民小组。这个只有 166 户 660 口人的怒族村，建档立
卡贫困户就有 107 户 424 人，贫困面之广可想而知。
各级政府对托坪村扶贫工作的重视，让这片土地
焕发出新的生机。走过一座横亘怒江上空的铁索吊
桥，就来到了托坪村五湖小组，迎接我的是托坪村易地
扶贫搬迁安置点的现代化建筑楼群风貌。这批已经封
顶的楼房群，可望在 6 月里有 60 户村民搬迁入住。而
第二批待建楼群也正在加紧建盖，同样可入住 60 户。
另外待建的还有公共活动室等。站在村委会宣传栏
前，读着脱贫攻坚之易地搬迁、精准识别及技能培训等
活动的图文介绍，心湖荡起涟漪。
小鸟啁啾，在江边与山顶间的层层叠叠绿色中回
响。走上通往托坪小组的山路，我忍不住回头打量来
时的路，眼光被一幅布标吸引：
“ 新征程，我们撸起袖子
加油干！”红底白字在一片绿色中格外显眼。山峰陡
峭，山路蜿蜒曲折地向山顶爬升。托坪小组离五湖小
组 5 公里，需要在山路上攀行两小时才能到达。
到达托坪小组后，村民的贫困状况远远超出了我
的想象。站在托坪小组鸟瞰怒江大峡谷，从碧罗雪山、
高黎贡山的夹缝中奔涌而出的怒江汹涌澎拜，两岸峰
峦连绵不绝。从托坪小组到腊甲底再到洛本卓乡俄嘎
村，从 27 号界桩翻越高黎贡山，就到了邻邦缅甸。时光
深处的茶马古道，对于托坪小组村民来说并不陌生。
比起颠簸在茶马古道上的祖先要时刻面对险恶环境与
防不胜防的匪患劫难，如今安宁的生活令怒江人心存
感恩。守着大山，生命坚韧如磐，守着怒江，生命绵延
不绝，这或许是怒江人的禀性所在。
坐 落 在 高 山 上 的 托 坪 小 组 ，坡 度 不 低 于 四 五 十
度。因为这样的居住环境，托坪小组村民无法集中连
片住在一起，可耕种的土地也很有限。我们来到了村
口的根四生家。土胚墙石棉瓦，屋门向着怒江开，背后
是一片花开得灿烂的油桐林，简陋的家居在油桐花的
衬托下，呈现出淳朴的原始美。户主根四生不在家，女
儿在思茅读大学，老母亲在家，正忙着给鸡喂撒包谷
籽。散落在房前屋后的 20 多只土鸡争先啄食。根四生
家有核桃林四亩，还没挂果。她家生活主要靠低保，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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