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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已经不是什么工作———没什

么工作值得每天只睡三个小时

去拼了命地做。

文汇报 ：2008—2014 年期

间，您是以民间的、个人化的方

式来整理这些档案， 这段时期

资金从哪里来？ 具体如何开展

工作？

高初：在 2008—2009 年这

段时间，完全是我自己在做，所

有经费都是靠家里， 比如牛畏

予的个案， 大约装订出三四十

本册子。从方法上讲，当时在读

世界摄影史和艺术史， 晋永权

老师给了我非常多的指导和帮

助 。 2009—2011 年 ，我在中国

摄影出版社任职， 我一过去就

经介绍参与到高琴老师和赵迎

新社长主编“口述影像历史”丛

书中。 这其中有两辑是关于战

地摄影师的， 那个时期我个人

的计划与我任职的工作有重

合。 赵社长和编委会的摄影界

前辈们，和我有很充分的交流，

对我做项目有很多指导。

2011 年我决定辞职全力投

入柯鲁克夫妇档案的整理 ，也

正是在那个时候， 我开始反思

摄影史档案整理的方式。 我当

时自己搭出了三个团队， 第一

个团队是查阅资料的： 刚开始

时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张向荣博

士、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王剑

锋博士以及我带着七八个硕士

和博士生， 将图书馆可查的和

从学者那里借来的摄影史料做

了复印、扫描和编目。这个工作

很有价值， 每一个口述对象的

采访我们都有至少 300 页的背

景材料可以发给记者， 口述史

的深度增加了很多， 而且和文

本有一个相互印证的过程。

第二个团队是做口述史

的：外请记者或是临时请同事，

因为所能投入的精力的关系 ，

采访时间和口述史的深度都是

不够的。 而且口述史的学术规

范和工作方法也需要系统性的

总结。于是我建立了采访团队，

给出了培训流程。

第三个团队是档案扫描和

整理， 因为每一个采访线索都

有很多值得备份整理的文献 ，

这些文献被快速整理、使用，和

口述史的工作也是相得益彰

的。 当然还有我们目前的第四

个团队：策展和出版，摄影师个

案的回顾展、文献展，大规模的

学术展， 以及与每次展览相伴

的工作坊、研讨会、出版物。

当年我只是有一个模糊的

意识，我的能力只能管饭，即使

这样也在半年内把我大学时倒

卖相机攒下的两套哈苏卖掉 。

过去几年中有不少学生参与了

我们的采访和查阅资料的团队，

围绕着这批档案的整理前前后

后差不多有一百多人参与过。

2011—2013 年， 随着项目

的推进和声誉的建立， 我们的

档案和研究项目一般都会有展

览和出版的机会； 有合作方提

供经费， 或是能向国家申请部

分经费。 这些费用虽然只能用

在展览和出版的专项支出上 ，

但实际上恰是花费较多的部

分。 我们只需要付出用于档案

整理的那部分费用， 项目就能

够维持。当然每年都会有亏空。

这就意味着， 每年我家里和我

太太家里都在垫钱。

我们面对的是自战

争时期就未很好整

理的混乱的档案

文汇报： 您的整理工作主

要围绕着“革命战争时期”和新

中国时期的照片和文献， 我们

很想知道大概的规模。 个案整

理共涉及多少位摄影师， 这是

一份基于怎样标准的名单？

高初：目前为止，我们主要

围绕着 100 多个案例来整理

材料。 革命时期去到前方的摄

影师，通过摄影训练班的方式，

把这个队伍培养到近千人 ，这

些人近半战死 、失踪 、改行 ，另

一部分人成为新中国时期的摄

影师。

我们现在有十几万张来自

底片印相、 照片的图像———考

虑到当时资料的匮乏， 这已经

是非常全的了； 也包括这些照

片历次印放、历次剪裁的信息。

这之外还有近百万页的文献 ，

其中包括大部分摄影家的手

稿、发言、日记、书信，乃至政治

运动中的资料。 这些材料都放

在落了几十年灰的箱子里。 我

们有一套整理这些档案的工作

流程，不但一张纸片都不会少，

而且还包含资料当时装箱的次

序， 这些信息对于研究都是有

帮助的。

我已经说不清楚， 我们口

述史的录音有多少小时。 很多

关键性的文本都是在一次又一

次的补充采访中得到的， 在我

们整理好的口述史文本中 ，注

解和附录占非常大的篇幅。 每

一条脚注都来之不易， 都是翻

阅大量文献找到的， 如果查证

到文本和口述对象的讲述有出

入， 这才是一个能深入追问的

口述史的开始。

文汇报： 这些资料的来源

主要是哪些地方？

高初： 战争时期的摄影档

案有两个来源， 首先是存于档

案机构的印相和底片， 其次是

存于摄影师手中的日记、木刻、

手稿 、连环画 、画报 ，以及他们

个人的讲述。 战争时期的大部

分图片， 自他们拍摄并上交之

后，就保存在档案机构里。我们

能够使用， 也是以家属或编纂

党史的名义进入。即使这样，也

是耗费了大量的精力、财力，才

逐渐积累了资料。而且应该说，

这也来自机缘， 来自持之以恒

的沟通， 来自工作人员在目前

僵化的档案机制下对我们的理

解和体谅。

一些档案机构中的照片大

多数处于沉睡状态，是死档案。

缺乏查阅的线索， 而且与机构

外部的有能力激活这些档案的

研究者之间存在一个体制上的

隔膜， 又进一步加深了这些档

案的沉睡状态。 无论是战争时

期的档案， 还是新中国时期的

档案， 拍摄照片的人并不拥有

这些照片， 但是他们拥有关于

这些照片的信息。 我们在做口

述史时， 把查到的图像给他们

看， 他们就会讲出非常多的东

西，非常惊人。虽然从拍摄完成

之后， 他们就没有看过这些东

西，但是这些东西一到他手里，

他就能把你带回到当时的历史

情境，这个过程很感动我，从学

术上讲也将有非常大的价值 。

这些信息和这些底片交汇 ，会

产生非常大的能量。在这里，摄

影史才不是编年体， 不是一句

一句一段一段的语词。 摄影史

是围绕着每一张作品、 每一个

拍摄的场景， 提供的大量历史

的细节。 我们希望还原图像的

历史指向 ，并且希望这些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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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战争时期的摄影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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