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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老人，

近乎痴迷地收藏

着建党 90 年以

来 的“ 历 史 记

忆”。从一张张 5

寸的小照片，到

一张张高达 2 米

的 巨 幅 华 篇 ，

1949 年出生的陈

树亮老人，用这

上千张的红色照

片和过去对话，

并有所感悟。

收 藏“ 过

去”，对陈树亮而

言，不止于表面

的一种爱好，而

是用“过去”来理

解未来。

痴迷寻找红色记忆

陈树亮出生在 1949 年

建国前的 6 月 21 日，他的

家族，是潍坊一个有名的书

香门第，可是，在当时的年

代，书香门第的家族反而比

一个普通的家庭走得更加

艰难。用陈树亮的话说，就

是一个“破败的书香门第”。

陈树亮的父亲就是一

个收藏迷，在当时，一张装

裱良好的旧照片，便宜的 3

分钱，贵的也不会超过 1 毛

5 分钱。父亲经常到新华书

店淘宝，看到家里没有的旧

照片就会买下来，然后带回

家里，珍藏起来。

陈树亮耳濡目染，自然

地与红色照片结下“姻缘”，

并且子承父业，从简单地追

随，到爱不释手，再到欲罢

不能。

地摊、书店、朋友，是陈

树亮收集照片最主要的三

个渠道。熟悉他的人，都知

道他对红色照片的痴迷，会

主动给他送来一些老照片。

这样的礼物，总会让陈

树亮欣喜不已。

在陈树亮收集的照片

中，有一张照片显得尤为特

别。这是一张高 2 米宽一米

多的毛泽东像，照片中的毛

泽东挥着右手，左手拿着

一支烟，微笑着注视着前
方，因为年代久远，照片

不少地方出现了破损。

这张照片原来的主人

并不是陈树亮，而是他的

一位老朋友，“有人曾出
10 万元买这张照片，朋友

没舍得卖。”陈树亮说。

1997 年香港回归时，

陈树亮带着一套非常珍贵

的“香港回归纪念币”找
到了这位老朋友，要跟他

交换照片，并说“我是真
地想收藏。”

就是这句话，感动了
朋友，并把这张珍贵的针
织照片送给了陈树亮。

一张照片就是一个故事

陈树亮带着记者来到

一间房间， 20 平方左右的

面积，悬挂着毛泽东 1921

年、1936 年、1949 年、1951

年、1953 年、1960 年、1969

年的照片，每张照片都有半

米高，用干净的玻璃装裱。

这只是陈树亮收藏红

色照片的冰山一角。

在另外一间房间内，是

陈树亮的书桌。书桌的抽屉

里，摆满了各种各样的红色
照片，有的照片因为时间太

久，已经变得脱色和斑驳，

而大部分的老照片则被保

存完好。

这些照片中，不少是鲜
有人看过的，照片的场景并

非激情的战斗场景或者历

史的大事件，而是一些国家

领导人物日常生活的细节，

“比如这张，毛泽东和身边

的工作人员、家人坐在一起

聊天，你看，毛主席老人家，

多温和的一个人。”

陈树亮指着这张照片，

说，在这里，能看到一个不

一样的国家领袖。他对这样

的照片，情有独钟。

每个照片，在他的眼

里，已经变成了一个直观的

红色故事。

用照片和历史对话

“我能理解党，理解那

个时代的信仰。”交谈中，陈

树亮不止一次的提起这句

话。

收藏老照片久了，一张
不能说话不能变化的老照
片，也变得有了感情和内涵

了。看得久了，陈树亮自然

把每张照片当成了老友。

陈树亮说，他舍不得扔

掉任何一张照片，即使破损

再严重，也要把这些照片找
人装裱起来，放在书房中的

抽屉中，视如珍宝。闲来无
事地时候，就会拿起来，一
张张地看，看里面的人和这
些人的故事。

陈树亮收藏照片，从

不浅尝辄止，他从这些照
片里获知过去的故事，然后

用笔写出来，作为记忆。一
位陈树亮的老友跟记者说，

陈树亮写红色故事一般会

想很久，然后“一气呵成”，

有细节、有故事、人物介绍
详实，在他用的稿纸上，陈

树亮不会划掉一个字，干净

得很。

陈树亮喜欢一句名

言，“错误和挫折教训着

我们，使我们今后更加聪

明起来。”陈树亮老人，

是在用这样的形式，坚守

着一段历史，诠释着这段历

史中包含的人生哲理。

那是 1948 年 4 月底，

当时我在潍北渤海军区武
工队当战士。进入 5 月，

指导员传达上级命令，让

我速到新成立的潍坊特别

市东关区委报到领受新任

务。等来自不同单位的同

志到齐后，新任区委书记

孔祥斌同志(图中第三排左

起第三人)召开了区委成立
后的首次会议。

按照分工，我们清查

组在组长陈子玉(三排右起

第三人)的带领下，有针对

性地对收缴来的敌伪档案

展开秘密清查；帮助做好

原国民党政府官员及党团

员登记工作；还分头组织

发动厂矿里进步工人组成

护厂队护矿队，维护厂矿

区秩序开展生产自救。

忙碌中迎来 1949 年 7

月 1 日,党的生日这天，潍
坊特别市委组织部在永乐

大戏院召开党员公开工作

大会，市领导曾山书记、

姚仲明市长到会讲了话，

大概内容是总结前段工

作、布置下步任务，最后

是表彰先进单位和个人代

表。

散会回到机关，平时

少言寡语的刘建行(二排右

起第三人)凑到孔书记跟前
悄悄地说：“老孔，今天是党

的生日，又开了公开工作

会，你还带来新中国将要
成立的好消息，这可是三

喜临门啊！是不是值得庆
祝一下？”孔书记闻言瞪

了老刘一眼：“咋了，嘴

馋啦？”刘建行连忙辩

解：“不是那个意思，我
有个小小的建议，不如咱

大伙一起照张纪念像，即

便是将来各奔东西也有个
念想不是……”大家听了也
跟着随声附和。孔祥斌沉思

了一下表示同意，但要求
个人加洗自己掏包。

领导松了口，刘建行

一路小跑请来东关有名的

照相师傅老丁，在院子里

架好机器，“咔嚓”一声

留下了这张东关区委区府
“全家福”。(前排左起第

六个人就是我)

老年人喜欢怀旧，虽然

时过境迁，还经常爱到老地

方去转悠，但常常是触景生

情，不由自主的想起刚建国
时的情景，闭上眼就像过电

影一样，打心眼里思念江南

江北我那些战友们，也不知

老弟兄们现况如何，记得有

回做梦与他们故地重游，把

我都笑醒了。还好，想他们

时就看看照片……

难忘当年“七一”全家福
口述人：姜言寨 整理：初学锦

我叫姜言寨，今

年 78 岁，原籍潍县东

关后所街，1947 年参

军，1955 年入党，先

后担任渤海军区武

工队战士、潍坊特别

市东关区委文书、益

都县公安局股长、潍

坊市公安局科长等

职，1994 年离休。

我家有张珍藏

了 62 年的老照片，表

面虽略显泛黄，背后

却藏着一段让我终

生难忘的情感故事，

这要从拍照片之前

说起……

这些老照片寄托着陈树亮对那个年代的深厚

情感。

东关区委“七一”留影(前排左起第六个人

就是姜言寨)

07D
2011 年 7 月 1 日 星期五 编辑：庄文石 美编 组版郭晓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