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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沈德良 秦慧英 实习生 曾璐

非专业人士， 又非商贾巨子， 76岁的李
学坤却被人尊为“兰台大户”、 藏界翘楚。 在
长沙县， 这位涉足民俗收藏的老人声名远播，
他的一些藏品， 被县档案馆视为珍物； 而他
创办的家庭档案， 更令人啧啧称奇。

8月21日， 记者来到李老先生家里， 跟着
他的藏品在时光隧道里穿梭了一回

养成一种习惯

几十年来， 李学坤用身边的文字、 纸片、
图片筑起了他的“档案世界”。

在老人家里， 最打眼的莫过于他多年来
收集整理的79本、 拥有上千件原物的家庭档
案———从清朝咸丰八年间祖上购买房屋土地
的地契， 到如今新农合的凭证。 这些票据、
证照， 构成了一条时空隧道， 直观呈现出一
个家庭150多年间的变迁。 藏品种类之全， 数
量之多， 非常罕见。

谈及这份雅致，老人坦言，这离不开来自
家庭的“基因”———祖辈对于过手之物总有一
种不舍的情结，那份自高祖父传流至今的地契
就是佐证。 在家风的潜移默化下，15岁起就参
加工作的李学坤，对生活多了一份留意。

“拿证据说话”， 是老人做人处事的原
则。 老人说， 自己这一辈经历政治运动无数，
虽小心谨慎， 但也比别人多一个心眼， 做事
说话， 总希望用真凭实据以应付不时之需。
时光流转， 那些用心积攒、 保存的片纸、 文
字， 便成了他创办家庭档案时不可多得的原
始凭证和最真实的素材。

谈到这里， 老人述说了30多年前一段啼
笑皆非的经历： 他带队到广东推销茶叶， 顺
带帮别人捎回了几件当时内地还十分稀罕的
折叠伞、 手表。 未料有人举报他走私、 投机
倒把。 那时候， 虽然改革开放已让国门徐徐
打开， 但这样的指控， 足以让自己“吃不了、
兜着走”。 当有关部门派人来调查时， 他就拿
出购物发票为自己证明清白， 一场可能说不
清、 道不明的风波， 就凭着当时让商家开具
的发票轻易摆平了。 如今， 这几张有些泛黄
的发票， 依然完整保留在档案册里。

“弄家庭档案，并不神秘，关键是要做有心
人。” 谈到目前长沙县正在开展的家庭档案建
设，老人发出了一番感慨。他说，很多人时不时
地搞整理、搞卫生，一些东西被当做废品随手
扔掉了。实际上，这些看似无价值的物品，很多
就是创办家庭档案的珍贵素材。

留住一段念想

谈及档案， 一般人总与高深莫测的机密、
公文等联系到一起。事实上，家庭档案是最基
层、最广泛、最直接、最具体的社会记录，折射
出社会、国家、民族发展的轨迹。

在李学坤眼里， 一份家庭档案， 能给人

一种回味， 一种念想。 “创办家庭档案， 不
仅仅是让家庭的历史成为有血有肉的故事，
更重要的是让后人了解国家、 民族以及家庭
的发展与变化。”

目前， 老人已整理成册的家庭档案摆满
了整整一柜。 翻阅这些档案， 里面有他高祖
父购置房屋田产的地契， 曾祖父的田赋券，
祖父的田契、 山林契， 父亲的社员证和劳动
手摺。 “我的祖辈把这些老旧东西看得很重，
即便经历了土改、 文革等特殊时期， 也因为
家里人将它们悄悄藏到不打眼的阁楼顶上，
才躲过了重重劫难。” 看着这些串起家庭百余
年历史的实物， 老人脸上闪现出一丝不易觉
察的凝重。

在他的家庭档案里， 保留着自己50多年
前加入党组织学习过的党章、 30多年前儿子
读书寄宿时缴纳钱粮的收据； 祖居老屋、 曾

经的旧时农具、 器皿、 喜庆的场面， 被他拍
成照片保存了下来， 母亲健在时纺织的土布，
也被他珍藏得十分妥帖。 在他眼里， 这些东
西带着家的温馨， 很自然地勾起一段回忆。
如今， 在他的影响下， 他的儿女孙辈都逐渐
养成了将一些具有纪念意义的票据、 实物、
图片、 音视频加以妥善保存的习惯。

今年夏天， 县史志档案局派人协助李老
将所有家庭档案， 以家庭成员为记载单元，
分门别类登记造册， 继而编撰成书付梓出版。

留下一段历史

如今， 经常有藏界的朋友登门， 大家一
起欣赏新近淘来的藏品， 悠然之间， 其乐无
穷。 记者采访的当天， 恰巧碰上黄花镇一位
老人， 拿着一份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当地政

府为手工业经营者颁发的营业执照请李学坤
鉴定。

采访过程中， 李学坤向我们展示了一个
方形铜质墨盒。 “这是杨立三将军大革命时
期用过的墨盒， 我几经辗转才收到的。 前几
天， 他的夫人、 92岁的李琴女士还写信来表
示感谢呢！” 这墨盒， 李学坤视若珍宝。 杨立
三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工作和财务工作创
始人， 也是他的老乡长沙县人。 在老人眼里，
保存好这样的历史文物， 就是给当年那段艰
苦卓绝的历史留下见证。

原来， 创办家庭档案， 并不是老人雅兴
的全部。

同其他收藏界人士一样， 老人“玩” 过
钱币， 收罗民俗器具、 各类证照票据。

老人祖上世代务农， 加之自己一辈子在
乡镇基层工作， 对于农耕文化有很深的情感。

退休后， 他一度收集民间的生产工具、 生活
用品、 瓷器、 陶器、 铜器、 木器、 传统服饰、
老文具等， “500多件实物， 把整个老房子都
堆满了， 许多器物连正规的档案馆和博物馆
都没有”。 正因为这段经历， 李学坤结识了很
多走街串户的拾荒者和废品店的老板， “谁
发现了一些稀奇的东西， 都会主动联系我。”

2011年， 李学坤将这些民俗器具交由湖
南省档案馆悉数收藏。 在这些藏品中， 明万
历年的花瓶、 嘉庆年的花盆、 瓷枕、 帽筒、
笔海， 品相完好， 一件就值几千上万元。 有
朋友听闻他只收了一点基本费用， 感到很惊
讶。 但老人很坦然： “民俗文物的保管需要
专业条件。 把它们交给专业档案馆， 就是为
它们找到了最好的归宿。”

“搞收藏并不是闲时的独自把玩， 而是
为后人留住记载历史的证据。” 2010年， 他编
著出版了 《皇粮国税》 一书， 展示了自清代
乾隆年间以来至2004年国家免征农业税这230
多年里的纳户执照、 田赋劵票、 漕米南米收
讫完纳执照等原始票据900余件； 2011年， 他
又将多年来呕心沥血收集到的90多件各类证
照结集出版， 在这本名为 《证照———历史印
记》 的书里， 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免税证
明， 民国时期的选民证、 难民证、 身份证、
行医证等。

老人说， 自己倾其所有收集藏品， 其中
包含着感恩的情结。

老人的家乡长沙县金井镇， 大革命时期
就是红军活动的区域， 抗战时期是拱卫长沙
的北大门， 长沙和平解放时， 是解放军重兵
集结之地。

从1993年开始， 李学坤组织一帮志同道
合的长者， 编辑出版了地方史志 《金井漫话》
丛书， 共一套八卷百余万字， 内容涉猎乡风
民俗、 地方传奇， 历史沿革与遗迹、 风云人
物等。 在这批耄耋老人的笔下， 一个曾有着

“小长沙” 美誉的偏远小镇跃然纸上。 尤其值
得一提的是， 这套丛书中， 有一份数百名大
革命时期先烈的花名册， 这是研究地方党史
重要的参考依据。

◎ 责任编辑 刘凌 版式编辑 余蓉 ◎

■专题新闻部主办
■本期策划 李志林 本期主编 刘银艳
■电话： 0731-84326432
■邮箱： 312073166@qq.com

第 50 期

一张证照，一则故事；一份契约，一段历史。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几十年执着地
收藏，在历史的碎片中窥见时空变幻、沧海桑田。走进他的档案收藏世界，聆听历史
留下的真实足音，独特而生动———

李学坤。 通讯员摄

� 杨立三使用过的墨盒 ， 李学
坤视若珍宝。 通讯员摄

李学坤的“档案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