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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救”一个村庄的集体记忆
江苏一位退休官员 ，
自 2014 年起 ，
花 3 年时间走
访了老家 40 多位村民 ，
将村民的口述整理成书
《 界岸
人家——
— 一个中国村庄的集体记忆》。原本他只想了
解一个真实的农村 ，
为村民留存一些资料 ，
整理录音时
发现 ，
在村民的集体记忆中 ，
隐藏着近百年来中国乡村
发展变迁的密码 。
如果不去碰触 、
挖掘 、
记录 ，
这些密码
只会散落在老人们的记忆深处 ，
淹没在消逝的岁月中 。
感怀古今 ，
思绪良多 ，
百年沧桑 ，
当下愈显珍贵 。
近百年来 ，
农民经历了什么？历史留下了什么？未
来还将发生什么？在这本书中 ，
村民们原汁原味地叙述
着历史的点点滴滴 ，
隐隐约约地预示着新的未来
——
— 题记

▲

黄健（左二）在和村民的访谈中 。

本报记者朱旭东

遥远的“界岸”
长江三角洲有很多“沙上人
家”，
都是近几百年来从外地陆续迁
再无记忆
徙而来 ，8 代以上 ，
界岸，是江苏张家港川港一带先民围垦长江
沙洲时修筑的一条圩岸，已有几百年历史。依傍
着界岸古道，聚居着几十户农民，村名多次变更，
当地人一直称这里为“界岸人家”
。黄健就是一位
从界岸走出、靠“书包”
翻身的农村娃，曾任国务
院研究室综合司司长、江苏省委研究室主任、省
委副秘书长，2014 年退任。
那几年，
常有微博微信写春节回乡见闻，
谈农
村的变化及冲突，
感叹农村的衰落。
黄健每年都会
回乡探亲，凭借政策研究的工作背景和多年理论
积累，他意识到，微博微信中描述的农村变化 ，
不
— 几千年来的传统农村，
正在
是衰落 ，
而是嬗变——
发生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
具体是什么？
他决定从
每家每户着手调研，
设法解开心中的迷惑。
“作为一个农家子弟，
我对家乡的人、
家乡的事
念念不忘；
作为一个经济工作者，
我长期关注三农
见仁见智。
我想
问题。
微博微信上的那些回乡见闻，
换个角度，以自己生产队为样本，听听农民的看
法。
”
黄健说，
这正是他做村民口述史的缘由。
之所以选择“界岸人家”
作为调研样本，黄健
认为，一般的田野调查，只能进行“嵌入式”
调研，
很难完全打开口述者的心扉，而他作为土生土长
是“共鸣者”
，
的“界岸人”
，
有 20 年共同生活经历，
不管是语言、风俗，还是与村民的情感融入、文化
浸润等方面，
都有“嵌入者”
所不具备的优势。
长江三角洲有很多“沙上人家”
，都是近几百
年来从外地陆续迁徙而来。
沙地有新生，
有陷落，
先
再无记忆。
黄健所说的
民们就迁来迁去，8 代以上，
“界岸人家”
，
也是外来移民，
原来就是一个生产队，
现在常住人口仅 60 多人。
“我们
当年有 120 多人，
原本叫欣隆大队，
后来改名欣隆村，
然后与光明村
合并，
现在叫光明村南四组。
”
黄健笑着说，
“如果你
要去找界岸人家，
肯定找不到，
因为它只是老人维
系历史记忆的口头表述、
一种集体认同。
”

黄健的亲属，早就搬到镇上居住，老家只剩
下界岸旁边的一小块宅基地。他父亲迄今还保留
。除
着 1951 年土改后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
此，黄健在界岸再无痕迹，只有在访谈时，在村民
的絮叨中，触摸往昔。

让村民自由谈
黄健的访谈对象，
或者是乡邻叔
伯，
或者是童年玩伴。
熟人见面，
分外
心无隔阂 ，
聊家常顺理成章
亲热 ，
借着任后相对清闲的时光，
黄健从 2014 年 9
月开始，
利用业余时间不停地往返南京、
张家港两
一年半的时间里，
他
地，
回到离开 40 多年的家乡。
占村里常住人口的一半多。
陆续访问了 40 多人，
不是正式的采访，只有毫无拘束的聊天、畅
谈，他的录音工具，只是身边的手机。黄健的访谈
对象，或者是乡邻叔伯，或者是童年玩伴，曾经一
起生活，一起挣工分。熟人见面，分外亲热，心无
隔阂，聊家常顺理成章。
因为对村里的情况比较熟悉，他不用访谈提
纲，没有文本设计，没有预设观点，地点随意，或
者上门家访，或者到工作场所和村民(多是保安、
门卫)边上班边聊天，有的就在旅馆里。村民们谈
家庭历史、个人经历、子女情况，谈亲力亲为、所
见所闻。桌上的手机，忠实地记录下访谈的内容。
“话匣子打开后，天马行空随便聊，哪怕聊封建迷
信内容，我也不会去打断，尽量让村民不间断回
忆、自然地流露、无保留地表达，留下那个时代的
真实记忆。
”
要 做 村 民 口 述 史 ，黄 健 必 须 解 决 两 个 问
题——
— 整理录音、录入文字。村民的方言，只有他
能听得懂，无法求助别人。刚开始整理录音时，他
经常要听一句，用笔记一句，效率太低。他只能重
一年半时
新熟悉五笔字型 ，
同时学习录音编辑 。
间，靠手机共收录、整理 44 人的原始音频资料
70 多个小时。
“我边访问边整理录音，然后对文本梳理拆
解，分类归纳，尽量保留生活细节，保持口述特
点。”
黄健说。书中甚至原样收录了村民絮叨的一
些家庭矛盾和纠纷，心结不解，耿耿于怀。
“这是
转型时期农村社会文化的一部分。那时候家庭多
子女且集中居住，容易为经济发生矛盾。现在子
女少了，也分散居住，矛盾就少了。”
为保护书中所涉村民的隐私，按照学术规
范，黄健将每个人的名字进行了替换，让读者甚
至外村人都很难一一对号。
“农村本是熟人社会，
只要看到口述内容，村里人仍能知道相互底细。
但愿不会因此出现某些不快。”
有心的黄健把每
个口述者的录音分别刻成光盘，留给每家人，方
便他们收藏甚至传承给后人。
“现代人生活太忙
太累，儿子不会和父母多聊天，更不会去问爷爷
奶奶的过往。这份录音光盘，会成为村民家传的
珍贵资料。”

苦难人生
因为真实，
有很多事情，
放到现
在，
就显得匪夷所思
根据村民的口述内容，按照经济社会发展的
分别是：民国旧事 ；
阶段性，
《 界岸人家》分列四章，
每章开头有摘自
公社岁月 ；
改革年代 ；
陌生未来 。

《沙洲县志》
《张家港市志》的大事记，各节有少许
说明性文字，
作为界岸村民口述史必要的背景。
在此基础上，黄健以村民的集体记忆为出发
点，把它们放到近百年来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的变
迁中考察。在每一章之后，是黄健自己对口述史
的解读、分析，对应的关键词，分别是：苦难、曲
折、
突围、重生。
记忆深处的场景一旦被挖掘出来，便是历历
在目。村民们大多生活在相同的时空，他们在回
忆中彼此交叉、相互印证，将渐行渐远的过去，全
景式地搬到了读者面前。深读其中，便有身临其
境之感，仿佛穿越了一般。
正因为真实，有很多事情，放到现在，就显得
匪夷所思。
比如，
旧社会多儿多女，
由于生活困苦，
个别父母“浑不在意”
某个婴儿的夭折——
— 并非不
在意，
是因为父母让已有的子女存活就很不容易。
甚至，
母亲将孩子生在马桶里后不闻不问，
让婴儿
活活溺亡。
如果碰巧有邻居愿意收养，
就会挽救一
个小生命，书中就出现过这样的“幸存者”
。再如，
某个村民因受亲属的冤枉无处辩解，一气之下携
农药到亲戚家自杀，他在外打工的儿子内心留下
了永远的痛。有些旧闻轶事真假莫测，估计放到
《聊斋志异》
中，
也不会显得突兀。
有些村民在回忆
自己父母辛劳持家时，其细节已可堪与朱自清的
《背影》
媲美——
— 情到深处，
自有华章。
中，黄健写道：
“在滔滔不息的时代
在“后记”
洪流中，
每个人、
每个家庭、
每个村庄，
都是历史的
参与者与见证者，
都有各自不同的体验和感受。
以
一个生产队为单位，
捕捉家家户户的日常琐事，
重
现底层村民的复杂人生，展示集体记忆的多彩图
景，
记录社会变迁中普通人的命运沉浮，
让沉默的
大多数留下历史踪迹，
这是我的初衷。
”

沉默的大多数 ，
忠实的记录者
44 个村民的口述，
包含了民国
时期的苦难、
公社时期的曲折、
改革
时期的突围，
还有陌生的未来……
“普通人的讲述，避免了宏大叙事，更加鲜活
可感。记录凡人小事，其实是回归史学的传统。”
黄健认为，历史不仅由精英创造，更由无数普通
人推动，沉默的大多数，可以通过口口相传、代际
相传，将历史忠实地记录下来。
讲述民国旧事的，大多是 80 岁左右的老人。
虽然他们的回忆是碎片式的、粗线条的，但往事
和苦难却深深刻印在记忆中。李永根回忆过去时
泣不成声、几度中断，李宝贤为至今不知母亲的
名字而充满悔意，被拉壮丁的赵顺荣从东北战场
逃回、天津跳海几乎丧命……一件件、一桩桩，无
“年纪越大的 ，
不令人动容。正因历经苦难 ，
所以 ，
”
越觉得现在过得好 。
作为村里有名的“个体户”
，
“50 后”
钱贵贤的
经历几乎是一部改革年代的活历史。1981 年，政
策允许私人办企业，他借钱开眼镜厂，挣钱后在
村里第一个盖起了楼房。1988 年到湖南长沙搞
传销，被骗七八万。1989 年转战新疆霍尔果斯口
岸做服装外贸，挣了大钱，后又被假冒伪劣产品
祸害。投资办企业，在伊犁做电瓶车生意，亏掉
10 多万。2003 年回老家办砖瓦厂，前几年因为
拆迁砖厂停办，改卖散装水泥……一行不景气就
转行，钱贵贤的创业史还没有结束。
“80 后”
李武出生在北京，直到上初中才回
老家继续读书。他结婚后在镇上住了两年，现在
又回到乡下跟父母一起住，主要是图方便，可以

不用洗衣做饭，而且村里没有“停车难”
。
“90 后”
陆瑶瑶，自己也分到了田，但从没干过农活。会计
大专毕业的她，嫌工资低，考虑进修网络课程，以
便将来找到更好的工作。界岸村人世代为农的历
史，在这一代宣告结束。
民国时期的苦难、公社时期的曲折、改革时
期的突围，还有陌生的未来……在 44 个村民的
口述中，
“界岸人家”
近百年的生产消费、婚丧嫁
娶、村风民俗的多彩图景，由此呈现。

“未来”已来 ，
改变正在发生
从界岸这个江南小村的社会变
迁，
可以窥见中国农村发展的脉络
黄健希望通过这本“界岸人家”
，推动更多人
做类似的事，为后人留下可以研究的第一手资
料，并不指望当下就能形成理论研究。
“有些东
西，离得太近反而看不清楚，必须有一定距离，留
给后人来研究。”
一个村庄的口述史，能有多大价值？一处“界
岸人家”
，能代表多少中国农村？诚然，张家港的
现代化进程较快，界岸几十户家庭的状况很难代
表整个中国农村，但黄健相信，
“历史背景相似，
发展方向类同，只是步子大小、进程不一而已”
，
从界岸这个江南小村的社会变迁，可以窥见中国
农村发展的脉络。
2015 年，瑞典文学院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
奖授予了白俄罗斯女作家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
耶维奇，鼓励她“复调般的作品，成为这个时代苦
难与勇气的丰碑。”
她的代表作包括《我是女人，
也是女兵》
《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
等。
《界岸人家》记录的是凡人琐事，反映的同样
是历史大事件。黄健说，中国两千多年农业社会 ，
世世代代种地的农民 ，
在改革开放 30 多年间 ，
开
始从农业社会走向现代社会 ，
从难以温饱走向繁
荣富强 ，
这是人类史上从未有过的大事件 。
大象无形，大音希声。在重大的历史变革、社
会变迁中，底层社会大多默默无闻，但他们的声
音，可能更真实，就如二战后的女兵回忆、核灾难
后幸存者的口述、界岸村民亲历的变革一样。界
岸村代表不了所有的村 ，
但中国近百年来的社会
百 象 ，基 本 上 能 从 这 个 生 产 队 里 找 到 踪 迹 和 影
家家户户的日常琐事，一个村庄的集体记忆，
子。
成为观察、研究中国农村变迁的一面镜子，折射
出改革开放等重大事件的历史轨迹，并从中看到
未来发展的样子。

未来的影子
变革中出现冲突与痛苦不可避
免。
但更重要的是，
道路已经开通，
正在砥砺前行
在与村民聊天过程中，黄健一直在不断地思
考。他隐隐地觉得，一部跨越百年的村民口述史，
经过事实爬梳，能够从中寻找到历史发展的密
码。尽管现在未必能完全破解，先忠实记录下来，
方便后人看得更清楚。
比如农民工外出打工带来的留守问题，黄健
认为是社会的成长之痛、转型的代价。
“农村穷的
根本原因，就是人多地少。农民只守在家里，能穷
一辈子。只有外出打工，家庭才能致富，子女才有
出路，减少农民才能发展农村。小农经济逐渐打

《 草地周刊》 欢迎读者评报 、
提供新闻线索

破，土地顺畅流转，规模化生产起步。层层推进，
才形成了当下的格局——
— 空心村多了，城镇化比
例高了，现代农业、新型农民、新兴乡村，才会应
运而生。苏南的农村如界岸，才开始 从以往农业
”
为主的生产场所 ，
变成以休闲为主的生活场所。
对于农村出现的某些乱象，黄健有自己的认
识。
“以两千多年农耕文明为基础建立的社会秩
序，在这三四十年被彻底打破，新的秩序正在而
尚未完全建立，变革中产生的动荡、冲突、痛苦，
不可避免。这与世代为农的人们从此不再种地这
个巨变相比，暂时的困难算不了什么。重要的是，
道路已经开通，正在砥砺前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黄健表
示，身处变革之中，容易看到的感受到的，往往是
阵痛，
以及阵痛带来的乱象和矛盾。
农村的变迁正
现代农业、
新型农民、
新的乡村正在兴起，
在进行，
人们知之不多，也没有现存的路可走。或许，把我
们的视野再放宽一些，
再过几十年，
对这场涉及十
几亿人口的社会变革，
才能看得更加真切。
看完《界岸人家》，记者提议去“界岸”
看看，
令黄健很惊讶：
“你找不到‘
界岸’
的。”
“如果不到实地看看，我接收不到‘界岸’
的
‘
信号’
。”
“好，我陪你一起去。”
听了记者的解释，黄健
痛快地答应了。
“半天就可以往返，不影响工作。”
，司机根
果然，如果不是黄健的“人工导航”
本找不到去界岸的路。下高速、走省道、转县道，
一路畅通，即便到了乡镇，道路依然宽敞。在某个
不知名的路段，随着黄健“左拐”
的指令，整洁的
柏油路便沿着果园、河塘、民居蜿蜒起来，人在其
的好场所。只是路上行
中，很是惬意，是个“车游”
人稀疏，甚至听不到鸡犬之声。
车戛然停了下来，黄健开门下车。
“到了。”
黄
健指着路边一块菜地，
“这就是我们家的宅基地。
很难想象，当时这里是 3 间房，住了七八个人。”
有朋自远方来？附近的三两个村民好奇地围
了上来，才发现是黄健。既是熟人，自然热情地聊
了起来，一点不觉生分。虽然听不懂方言，但记者
感觉到了那份浓浓的乡情，触摸到了淡淡的“界
岸”
。
“界岸人家”
的界岸，由于河水的冲刷，已经
淹没在河水中，仅存十多米的老岸。村民的房子
尽管略显零散，却全部是翻新的楼房。流淌千年
的川港河，几年前还是鸡舍羊圈分列两岸的景
象，已经不复存在。河坝得到整治巩固美化，村里
的道路开始有保洁员维护。土地成片流转后，变
成了果园、特色种植园。农民们拿着养老金，车来
车往，最多忙忙自留地……
身边的界岸，已经不再是书中的界岸，尽管
黄健的最后一次访谈，仿佛就在昨天。那条细长
的界岸正在逐渐消失，近百年来的“界岸人家”
，
却原汁原味保留在一本书中……
20 年前，
黄健写的《下岗职工访谈录》
，曾经
作为国务院研究室送阅件上报，得到时任国务院
常务副总理朱镕基的批示，为解决下岗职工基本
生活保障等提供了重要的决策依据。回首往事，
这篇以 8 位工人口述内容为主的调查报告，已经
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在黄健眼里，工人当年的
口述内容，更是一份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一部村民口述史，足以管窥当代中国的改革
印记。
尽管社会的发展会掩盖诸多历史车痕，
但他
村民们就是各
们必然隐藏在每个人记忆的褶皱里。
种“历史大片”
中的“路人甲”
，
真实地见证着历史。
翻开，
聆听，
活灵活现，
就是一部生动的纪录片。
忘记历史，就无法在现实空间找准方位；不
知道从哪里来，也未必会知道往哪里去。黄健的
研究还会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