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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许旸

人物小传
刘统，著名党史、军史专家。 1951 年生，

198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人民解放

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大校，现为上海交通大

学历史系教授。 著有《火种：寻找中国复兴之路》《战上海》《决战：华

东解放战争 1945~1949》《大审判———国民政府处置日本战犯实

录》《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纪实》《中国的 1948 年———两

种命运的决战》等；编著有《亲历长征：来自红军长征者的原始记录》

《早年毛泽东： 传记、 史料与回忆》 等。 其中，《火种》 列入中宣部

2020 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 获 2020 年度 “中国好书”、 入选

2021 年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战上海》入选中宣部“五个一工

程”特别奖、获 2018 年度“中国好书”。

要把共产党人的智慧、革命先
烈的事迹，讲到更多 80后 90 后心
里去。让先辈的蜕变和觉醒、坚定和
无畏，与当下青年‘同频共振’，年轻
学子才能深切体悟到，历史浪潮与
个人命运如此紧密相关。

■党旗飘扬 ·上海百名基层党员谈初心

人物小传
孙翘，1986 年出生，2011 年入党。

上海快来秀展示科技有限公司合伙人 、

策划总监。 2016 年起投身展示科技领

域。 其所在团队先后承担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中共中央军委

机关旧址纪念馆、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旧址陈列馆等红色展

陈项目近 50 个，成为红色展示领域名副其实的“创业先锋”。

一个个红色场馆就是这座城
市的精神空间，我希望我们做的
这些事能感动上一代，服务这一
代，影响下一代。

■本报记者 王嘉旖

孙翘：红色展陈“创业先锋”锻造人民城市精神空间
借助科学展陈形式，深入挖掘红色历史内涵价值

“一个个红色场馆就是这座城市

的精神空间， 我希望我们做的这些事

能感动上一代， 服务这一代， 影响下

一代。”

孙翘， 上海快来秀展示科技有限

公司合伙人。多年前，当他与创业搭档

瞄准数字化红色展示这一领域时，他

们几乎是这一方向的“探路者”。彼时，

他们聚焦的问题是———“大多人对红

色历史的记忆属于马赛克式的碎片，

如果能串起历史逻辑， 则能从更宏观

层面深度思考。 ”他坚信，借助科学展

陈形式， 深入挖掘红色历史的内涵价

值， 一定能为这座城市注入独特的精

神气质。

孙翘的想法，与创业合伙人们“不谋

而合”。就这样，在彼此坚定支持下，他们

走上了探寻红色展陈的创新之路。

读懂超大城市的内在
精神力

“滴……”短信提示声响起，发信人

是上海市静安区委组织部。不久前，孙翘

收到了这条极富纪念意义的短信， 庆祝

他正式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迈入第十个年

头。 孙翘细心地将这条短信截屏保存了

下来。

时光倒回至十年前， 孙翘即将迈入

毕业季，对未来充满期待。 高考时，身为

大学教授的父亲曾为他精心择选了两个

专业———上海交通大学微电子系、 同济

大学城市规划系。

孙翘当时认为， 后者学起来可能会

更“容易”些，便果断地作出选择。直至后

来无数个赶图的夜晚， 就着宿舍昏黄的

灯光熬夜画图，他才意识到，没有一个职

业会是容易的。后来他有所感悟，一名出

色的城市规划师， 最重要的是去除 “自

我”，从“人民视角”来规划。“城市不是我

们希望怎么样， 而是生活在里面的人期

待它成为什么样。 ”

毕业后， 孙翘进入了上海市城市规

划设计研究院。在这里，他先后参与了上

海 2035 规划、张江科学城等重量级规划

项目。 “这些重大项目实在是太庞杂了，

每次专家沟通协调会我都听得特别认

真。 ”一次次面红耳赤的讨论、一场场推

心置腹的交流， 让孙翘从一代城市规划

专家学者的身上， 读懂了这座超大城市

的内在精神力。

让红色文化历史的价
值“被看见”

每一次翻阅厚厚的规划文本， 孙翘

总会觉得获得感满满。但他也有疑惑。这

些规划背后凝结着诸多学者专家的心

血， 如何将它们的价值更好地传递给市

民大众？

“这不仅是城市规划领域面临的问

题”。几经思索，孙翘决定干脆走出“舒适

圈”，加入创业队伍。

“在别人的描述里 ，创业者大多都

是艰苦 、挣扎的形象 ，但我好像挺乐在

其中的。 ”他这样描述自己对这份新事

业的理解。

那时， 红色展陈领域尚未被大多数

人认识、 了解， 但孙翘所在的团队却研

判，这将成为一个成长迅速的新兴领域。

他们就这样成为首批“试水者”。

2017 年，孙翘所在团队参与了一个

有着重要意义的标杆性项目———中共二

大会址纪念馆展陈提升项目。他们深知，

这个“石库门里的纪念馆”在党史上有着

重要地位。

然而， 也是在这里， 他们遇到了创

业生涯的第一次巨大挑战。 首先， 上墙

的史实资料需 “一字不动”； 其次， 历

史空间也要秉持 “最小干预” 原则。 这

是孙翘初次直观认识到红色场馆展示词

的 “权威性”， 一点儿也不亚于教科书。

为确保红色展陈的严肃庄重， 空间、 内

容都有着近似严苛的限制， 孙翘及其团

队也就此陷入瓶颈， 甚至一度苦于寻不

到解决方案。

在整个纪念馆中， 挑战难度最大的

莫过于党章展厅。 中共二大通过了第一

部《中国共产党章程》，也因此，纪念馆内

收录了全国最全版本的历史党章。“我们

既想让更多人近距离观看党章文物，又

不能让他们随意触摸。 ”后来，他们想到

了一个好方法。 所有珍藏版党章以现代

化透明屏技术展示。 前来参观的市民游

客既可以近距离观看历史文物， 又可在

屏幕上尽情“翻阅”。这样一来，既保证了

展陈互动性，也确保历史藏品安全性。

对孙翘而言，项目结束，并不意味着

任务终了。 在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学习

的经历让他至今都保留着一个习惯。 每

当项目结束后，总要定期实地回访一下。

他还清晰记得， 在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

现场， 他遇到了一位手抄党章的耄耋老

人，一旁还有这位老人的小孙子。看到这

一幕， 孙翘心中泛起阵阵波澜，“每当这

种时刻，我都特别有成就感，觉得现在坚

持的事情是有意义的”。

如今， 越来越多新媒体技术被先后

应用在沪上许多红色场馆。 孙翘认为，

“这正是一种展陈理念和方式的进步”。

好项目不在大小，关
键在解决“痛点”

红色展陈领域 “创业先锋”， 不仅

用新媒体 、 新方式重塑再造着红色展

陈， 更一点点地见证着红色历史文化的

传播弘扬。

在红色场馆之外， 紧邻居民区的社

区党群服务中心也是他们承接的众多项

目之一。就在今年 6 月，其承接的近十个

党群服务中心和创新实践基地相继启

用。 这些嵌入高校、居民区、村舍农田

的红色站点在红色文化教育中起着关

键作用。“这些场所几乎每天与居民们

‘打照面’，可以在更大范围内感染人、

打动人。 ”孙翘说。

短短数年间， 孙翘亲眼见证着社

区党群服务中心的迭代更新。 从一开

始重展示， 到后来慢慢叠加入各类生

活服务功能， 再到如今设计研发更多

硬件系统。“党群服务中心的建设重在

一个‘活’字，要不断探寻找到百姓感

受度最高、体验度最好的功能应用。 ”

位于宝山区博济·上海智汇园的

公司总部内，还“藏”着一个创新实验

室。这里是“码农”们的创意激荡场域。

从沉浸式体验到全新互动方案， 最新

潮、最前沿的技术火花在这里迸发。在

孙翘看来， 当下的红色展陈也要针对

年轻人研发更“适配”的功能应用。

不久前开放的中共一大纪念馆，

吸引了无数游人打卡参观。 鲜为人知

的是， 其附近一处党群服务中心内的

一台终端机上， 多种服务功能的预订

同样火爆。这正是由快来秀参与研发的

党群活动预约系统和心愿发布系统。

设计之初， 孙翘并未预料到它此

后的火热程度。 该项目成功解决了党

建资源供需对接难的“痛点”。“好项目

不在大小， 关键就在于能不能真正帮

群众解决实际困难。”作为“创业先锋”

的团队不仅为红色展陈注入新鲜血

液，更伴随着其共同成长。

最近， 孙翘团队正潜心研发一套

红色资源地图系统。 通过梳理一批红

色资源点，让过往历史重新为人所知。

从城市规划到红色展陈， 孙翘始

终认为，要以“人民视角”来呈现。最终

目标是要让更多人借由一个个红色场

馆、 组织阵地串联起更丰富全景的红

色认知、 红色记忆、 红色服务。

摄影：邢千里

刘统：解密百年大党为何永葆青春活力
从上党课到写党史，《战上海》《火种》等主题著作让当代读者与革命前辈“同频共振”

用时下流行的话来说， 十几年前

刘统就算是 “网红教授” 了———2004

年入职上海交通大学后， 他主讲的中

国近代史通识课程每学期爆满， 选课

要靠学生 “拼手速”， 名额 “秒空”。

大学贴吧里， “刘统教授的课你们听

过吗？” 下面有条回复是： “很好很

强大 ， 值得一听 ， 经常整个教室坐

满， 外面走廊还有人。”

今年元旦 ， 刘统党史专著 《火

种： 寻找中国复兴之路》 上市， 打响

沪上 “庆祝建党百年主题出版第一

枪”， 面世半年发行近 18 万册， 获奖

无数 ， 市场反响热烈 。 辗转党政机

关、 大型国企、 大专院校、 解放军部

队以及社区、 图书馆的他， 一课接一

课的党史宣讲 “圈粉” 无数。

“真正 ‘圈粉’ 的， 是波澜壮阔

的百年党史， 值得我们用心读、 反复

读。” 今年 70 岁的刘统， 目光坚定，

中气十足， 透着当过兵的干劲。 他认

为， 学好党史， 讲好党史， 就是不要

忘了我们从哪里来， 不要忘了优良传

统， 不要忘了我们党面对艰难曲折不

断成熟、 壮大、 发展所取得的经验。

“要把共产党人的智慧、 革命先烈的

事迹， 讲到更多 80 后 90 后心里去。

让先辈的蜕变和觉醒、 坚定和无畏，

与当下青年 ‘同频共振’， 年轻学子

才能深切体悟到， 历史浪潮与个人命

运如此紧密相关。”

摆脱枯燥教条，用
翔实生动的写作传递中
国共产党人百折不挠的
初心力量

100 年前 ， “中国该向何处去 ”

的疑问萦绕在爱国人士心头。 彼时国

际共产主义运动风起云涌， 中国共产

党在顽强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 百年

来 ， 党带领中国人民寻找到复兴之

路， 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成为世

界上的大党强党。 百年大党永葆青春

活力的密码是什么？

这个问题也萦绕在刘统教书育人

立著的过程中。 抚今追昔， 他常与年

轻人推心置腹———“中国共产党不是

凭空产生的， 革命道路也并非一帆风

顺。 火种点燃之前， 爱国者和革命者

经历了无数探索和艰难曲折。 但再大

的困难， 也难不倒共产党人！ 今天的

我们， 依然需要发扬革命精神， 从党

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汲取强大精神力

量、 坚定理想信念。”

比如 ， 1949 年人民解放军接管

上海后面临的头号问题就是： 如何养

活当时上海 500 万人民？ “重温历史

的过程中 ， 我由衷佩服这些共产党

人。 你说他们是 ‘土包子’， 为何精

明的投机商都败在他们手下？ 你说他

们只有 ‘小米加步枪’， 为何敌人的

海上封锁和空中轰炸都以失败而告

终？ 因为共产党人有一种勇往直前的

战斗精神。 更重要的是， 他们以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赤诚赢得了上海人

民的拥护。” 在刘统看来， 让当下学

子全面了解史实 ， 是一种纪念和致

敬， 也是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

曾先后在山东大学、 复旦大学历

史地理研究所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师

从王仲荦、谭其骧教授，刘统坦言不但

学到了治学方法， 更大的收获是培养

了知识分子的道德观。 “历史研究，一

定要踏踏实实、 讲究真实， 不随波逐

流，沉下心来，保持独立品格。 ”1988

年博士毕业， 刘统来到中国人民解放

军军事科学院工作，其间参与编纂《中

国军事百科全书》，接触到大量军队档

案，与经历过战争的老首长交谈，刘统

进入党史研究的广阔世界。

深入挖掘利用党史军史材料后，

他出版了 《东北解放战争纪实》《华东

解放战争纪实》《北上》等多部专著，涉

及红军长征、解放战争等。他擅长讲故

事，文字准确简练，“不煽情”，用古代

史的方法来研究现代史， 注重细节和

考证。到了《火种》，中国共产党创建的

历史已经人所共知， 关于共产党早期

组织和中共一大的著作已经出了很

多，还能写出什么新意？ 他认识到：中

国共产党的产生不是孤立和偶然的，

而是历史时代发展的产物。 因此，《火

种》 摆脱了传统的通史写作框架，以

“寻找中国复兴之路”为切入口，开启

一段寻根溯源、温故知新之旅。在追求

史料翔实、考证文献版本的同时，以点

带面地展现 20 世纪初中国非凡的寻路

历程， 传递中国共产党人百折不挠的初

心力量。

学术专著尤其是党史主题出版物，

要做到通俗化表达并非易事。 如何兼具

严谨性和可读性？ “原来年轻的时候，

感觉到处都是史料， 消化不了， 爬不出

来。 现在反而感觉简单了。 前人没说清

楚的 ， 你把它讲清楚 ； 前人没写准确

的， 你把它写准确。 写得越简明越好，

文字越平实越好。 这样， 也许这本书才

有保留的价值。 写了大半辈子党史， 最

重要的是要有读者。” 几年前， 因研究

任务暂别课堂， 刘统不定期地给交大青

年马克思主义学院上党课 ， 从读者提

问、 学生反馈作业里， 刘统看到， 新一

代青年的主人翁意识愈来愈强， 有着可

贵的冲劲 。 “他们说的最多的感慨就

是， 原来看起来遥远的历史和个人乃至

国家的命运如此息息相关！”

重返历史现场，“复
活”教科书里的革命先辈

在刘统看来 ， 研究历史有两种方

式： 一是知道结果后， 再去总结提高，

上升为理论， 有点 “事后诸葛亮”； 一

是回到历史现场， 追寻红色足迹， 感同

身受地还原当年场景， “复活” 教科书

里的革命先辈。 “后者是以实打实的细

节令读者感到真实可信 。 如同一座大

厦， 从一砖一瓦铺垫积累而成； 探索中

华民族的复兴之路， 也是一批批志士仁

人前赴后继， 历尽艰难完成的。”

因此， 除了埋首档案和原始资料，

他也多次实地考察 ， 尽力采集 “有温

度、 沾泥土、 带露珠” 的故事， 讲述党

的创业之艰难与革命新航程的来之不易。

酝酿 《火种》 时， 刘统到了湖南浏阳，

从七溪村走到排埠村， 感受毛泽东初出

茅庐险些牺牲的惊险； 从江西寻乌圳下

村走到瑞金大柏地， 体会到了 “创业艰

难百战多” ……编 《亲历长征》 时， 他

到了赤水两岸， “四渡赤水， 为何国民

党追不上共产党？ 翻山越岭， 靠的都是

两条腿。 气候恶劣， 缺衣少粮， 过草地

时， 每夜露宿都是一场生死考验， 不断

有人冻死饿死。 但红军战士不畏艰险，

在各路大军围追堵截之下逃生， 让人情

不自禁地对红军肃然起敬”。

“考察出真知 。 许多事情不到现

场， 就没有真实深刻的感受， 光靠坐在

书斋里拍脑袋是得不到的。” 写书过程

中， 刘统有个深刻感受： 写党史要从当

时的环境和时代出发， 而不是看着现在

的结论回头去论证结论的合理。 比如，

当年长征， 十万红军滞留荒凉的川西北

地区， 往哪里去， 出路在哪？ 谁都没有

先见之明， 都是在摸索。 正确的道路和

方向， 是在曲折和教训中摸索出来的。

眼下， 刘统正在写 1947 年毛泽东转战

陕北的党史新著， 为此他多次 “钻” 进

山沟重走革命路 ， 一边走一边感慨 ：

“当年共产党人吃了那么多苦， 但环境

再恶劣还不忘积极思考如何扭转战局，

多么大无畏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谈及写作初衷， 刘统希望通过 “不

刻意拔高” “不轻易评论” 的客观中性

书写， 用小细节来解密红色火种如何在

沉沉黑夜之中成功燎原 。 他认为 ， 写

“活” 历史的秘诀在于， 要把人物写活。

“我一向反对把历史人物人为拔高， 给

他们涂上一层层油彩， 把一个活人变成

僵化的偶像 。 任何人物 ， 都不是单一

的； 经历和思想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是

立体的， 要尽力还原 ‘复活’ 革命英雄

的真性情、 真面貌。”

回眸百年党史里的无数个热血瞬

间， 刘统常有 “心气相通” 之感———

“想想当年许多共产党人投身革命时

都那么年轻， 如果不去当革命党， 不

去拿起枪杆， 也可能成为学者， 或各

行各业的成功人士。 他们凭着血气方

刚， 怀着理想信念， 义无反顾地献出

了生命 。” 他由衷感慨 ： 研究党史 、

军史， 有做不完的题目， 有无限的乐

趣， “更重要的是， 这是一份沉甸甸

的责任———把共产党人的故事记下

来， 把革命精神一代代传下去！”

ｗww．whb．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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