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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踪热点 国际档案日市档案馆举行“开放日”活动
6月 9日，正值第十

四个国际档案日，天津市
档案馆特举行档案馆“开
放日”活动，全天对社会
公众开放，欢迎市民走进
档案馆、走近档案。据在
场工作人员介绍，此次开
放日活动旨在让天津市
民通过参观“城市记忆
展”、名人档案库、档案抢
救修复基地和政府信息
公开查询服务中心，多形
式、多角度地认识档案、
了解档案。同时，市档案
馆还向到馆参观市民限
量免费发放《为“中央一
号机密”而献身的陈为
人》、《中国精神》、《中华人
民共和国档案法》小红漫
画、《档案魔方——装在口
袋里的历史》等档案宣传
资料，传播档案知识，增加
社会公众参与度。
档案，这个词在人们

的心中总是带有一丝神
秘的色彩。究竟何为档
案？档案中都记录了些
什么？这些承载着岁月
记忆，甚至有着上百年历
史的古老文件又是如何
被保存至今的？档案究
竟是离我们很遥远，还是
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
关？带着这些疑问，记者
走进了天津市档案馆，探
寻档案背后的故事。

本报记者 徐雪霏

珍贵档案述说革命故事：
星星之火，代代相传

6月9日下午，记者来到了天津市档
案馆，与以往不同，今天来到档案馆参观
的民众格外的多，大家都对档案馆中
“藏”有哪些珍贵的档案表现出浓厚的兴
趣，想借“开放日”的机会来一探究竟。

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记者首先来
到了位于档案馆二楼、反映天津近百年
来发展变化的“城市记忆展”展厅。展
览按专题分为天津由来、被迫开埠、通
商口岸、工业摇篮、华洋金融、城市建
设、多元文化、津沽风云、天津新生、文
革十年、开放新篇、拥抱未来12个部
分，共展出珍贵照片358张、文物档案
258件，以近代天津的历史发展脉络为
线索，讲述了天津这座城市百年来的发
展与变迁。
“城市记忆展”作为长期展览常年

对外开放，在开放日当天，档案馆的讲
解员耐心地为前来参观的民众讲解着
每件展品背后的故事，大家不仅加深了
对天津这座城市的理解，也对共产党百
年来是如何带领天津人民走向新生活
的艰苦付出有了更深刻的感悟。

而此次开放日，还有一处十分吸引
民众的神秘之所，那就是位于档案馆三
楼的名人档案库。出于对档案的保护
考虑，这里平时是不对外开放的，值此
开放日之际，档案馆特意开放名人档案
库，就是为了能够让民众更加深入地认
识档案、了解档案。

在这里，记者看到了一份十分珍贵
的档案——曹火星创作的《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手稿。天津市档案馆一
级主任科员于淼向记者详细讲述了这
份手稿背后的故事。

1938年4月24日，铁血剧社（后改
名为“群众剧社”）诞生于抗战烽火中，
这是一个在晋察冀根据地土生土长的
文工团。成立之初，社团内除几位领导
外，其余都是十三四岁的孩子。他们白

手起家，自筹经费，通过排演戏剧、教唱
歌曲、描画标语漫画等形式，动员百姓
减租减息、募款捐粮，宣传抗日救亡，其
中就有14岁的曹火星。
曹火星原名曹峙，1924年10月生

于河北省平山县西岗南村。1937年七
七事变爆发，13岁的曹峙参加了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青年救国联合会。
1938年4月底，曹峙被调到平山县铁
血剧社工作。在这里，他改名为“曹火
星”，因为“血是红色的，火也是红色
的”。1938年至1939年，曹火星跟随
铁血剧社踏遍滹沱河畔，将抗日救亡的
歌声唱遍了每一个村庄，广大群众亲切
地称剧社为“咱们的剧社”。
1941年，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

一首首抗日歌曲不仅激励了老百姓的
劳动热情，也激发了曹火星的创作灵
感。就在曹火星的创作之“火”渐被点
燃之时，抗日战争也进入了最为艰苦的
时期。面对日军侵略的不断深入，国民
党顽固派不但不积极抗战，还掀起一次
次反共高潮，妄图分裂和破坏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1943年3月，蒋介石在其
所写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中公然宣称：
“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

此时，曹火星已从当初那个懵懂的
毛头小子成长为一名年轻的无产阶级战
士。常年深入群众的工作经历和残酷的
对敌斗争磨砺了他的意志品质；山河破
碎，国仇家恨，日军对百姓的残害和国民
党当权者的蓄意破坏，更深深地触动着
他的神经:“从14岁参加抗日救亡宣传
工作，我亲眼看到抗日军民在共产党的
领导下，浴血奋战在前线，抗日根据地在
共产党的领导下，减租减息，激发了群众
的革命热情……只有共产党才能引导灾
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走向光明，没有共产
党就没有中国，这才是铁铮铮的事实！”
带着这样的激情和愤懑，曹火星创

作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歌曲曲
调高亢嘹亮，歌词内容简明易懂，整首
歌曲洋溢着乐观昂扬的力量，深受广大
人民群众的喜爱。歌曲在中国广为流
传，甚至有许多国民党士兵在听过这首
歌后都投诚加入了共产党的革命队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毛主席

的指导下，歌曲的名字改为《没有共产
党就没有新中国》，改动后的歌曲被赋
予了新的意义，节奏也更为明快有力，
抒发了人们心中对新中国的热爱，在中
国的大江南北，被广为传唱。
天津是曹火星的第二故乡，新中国

成立后，25岁的曹火星被安排到天津
军管会文艺处音乐科工作。在这里，他
的人生画卷展开了全新的篇章。晚年，
曹火星将最为珍贵的个人资料都捐献
给了天津档案馆。1999年4月16日，
曹火星因病去世，永远离开了他挚爱并
为之奋斗终生的音乐创作事业。
“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同样，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的一切。我
要永远为人民、为党写歌作曲。”在回忆
自己的创作心路历程时，1993年，69岁
的曹火星曾如是写道。这位老人将自
己对祖国的热爱融入毕生的创作之中，
他的歌曲也将如星星之火般永远流传
下去，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人。

海关档案承载历史价值：
重重考验，得以修复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
古国,我国档案事业的历史也是源远流
长，早在三千年前的商朝就有了我国现
存历史档案中年代最久远的甲骨档案，
这也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最早的档案文
字材料。档案通过记载向后人揭示历
史的真相，它对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意
义自然不言而喻，因此如何将这份历史
传承下来的宝贵财富保存下来，就成为
了档案工作的重中之重。
为了探究档案的保存之法，记者来

到了天津市档案馆的四楼——档案抢
救修复基地，这里掌握着档案馆最核心
的档案修复技术手段，也是档案馆中工
作强度非常大的一个部门，每年在这里
得到修复的档案高达上万页，其中还不
乏一些年代久远、破损严重，修复难度
极大的档案。
天津市档案馆技术保护部副主任

杨建芃向记者展示了天津档案馆的“镇
馆之宝”——一份有着上百年历史的海
关档案。据了解，目前档案馆内馆藏海
关档案从1859年至 1949年约 1.4 万
卷，具有极高的保存价值。但由于年代
久远，这份档案破损已十分严重，修复
起来难度极大，为了拯救这份得之不易
的海关档案，档案馆技术保护部的工作
人员都付出了不少心血。
至今回忆起海关档案的修复过程，

工作人员赵继来仍记忆犹新：“尽管对
海关档案保存条件非常好，但由于海关
档案存放时间久远，有些档案纸张已出
现脆化、碎片化。”
由于海关档案纸张采用的是硫酸

纸，易遇水变型，加之书写材料是遇水
洇化的铁盐墨水，这都给档案修复带
来了不小的挑战。在对档案进行PH
检测后，发现纸张已呈现极度酸化。
根据铁盐墨水字迹遇水洇化和硫酸纸
伸缩性强的特点，修复人员对档案修
复的用纸选择、托裱方法、去酸比例等
进行了多次试验，最终制定出最优的
修复方案。
修复的第一步就是拆解档案。由

于海关档案装帧不同于历史文书档案，
属于西文装订，拆解要以环页当突破
口，进行分离，保证一页用一张纸加以
护页，将碎掉的部分，放在护页中，以便

进行拼对。考虑到档案纸张薄、字迹破损
严重，如果不加垫护会存在很大风险，给
档案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坏，因此每拆下一
页档案都要用塑料薄膜垫护。

随后是进行字迹比对，但由于档案上
的字迹很多已模糊不清，加之又是外文，
这无疑又大大增加了修复工作的难度。
修复人员要先在塑料薄膜上用喷壶喷上
少量的水，再用软羊毛刷将档案展平，再
根据内容、残缺形状、拍照记录等对档案
进行拼对。如果破损严重还需利用水的
浮力，将字浮在水上进行拼对。

拼对完成后，对破损严重的档案进行
托裱，对轻度破损的档案进行修补，尽可
能采取最小干预。修复人员经过多方比
对，决定使用雁皮纸，这类纸张拉力较大、
较薄，与硫酸纸纸性极为相似，然后采取
干托法对破损档案进行托裱，并将小苏打
晶体用水溶解按比例配制溶液喷散在档
案上，对其进行去酸。再通过压平、裁切
等工序，尽可能将档案恢复原貌。

然而没想到，到了最后一步装帧时，
这本海关档案再次给修复人员出了个难
题。本着档案“修旧如旧”的原则，修复人
员要按照海关档案原本的装帧方式进行
还原，但西文装帧不同于古籍装订，它有
着独到之处，锁线方法很多。为了学习西
文的装帧方法，档案馆的修复人员特意跑
去北京等地学习，并通过上万针的反复实
验与练习，才找到与这本档案完全一致的
装帧方法，最终将这本珍贵的海关档案完
全还原并保存下来。
“档案与其他历史资料不同，我们要

做的不仅是记录与收集，最重要的是要
保存下来档案本来的样子，每份档案都
有着它极其珍贵的历史价值，这上面重
要的不仅仅是它的内容，也包括它的纸
张、文字书写的形式，甚至是书写文字所
用的笔墨，每个细节都能反映出一个时
期经济与文明的发展程度，这都是档案
带给人类的无价之宝，而我们的工作就
是要将这份无价之宝尽可能长久地保存
下去，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杨建芃感
慨地说。

红色档案献礼建党百年：
革命基因，世代传承

6月9日是国际档案理事会确定的第
14个国际档案日，天津市档案馆全天面
向社会公众开放，来馆参观的市民络绎不
绝，在工作人员的有序导引下，陆续参观

了天津城市记忆展厅、名人档案库、档案
抢救修复基地和政府信息公开查询服务
中心，现场感受天津城市历史的变迁，了
解天津名人的业绩和成就，观摩体验档案
修复的神奇、档案查阅的便利。
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还组织开展

了党史知识、档案知识专项答题活动，详
细介绍了市档案馆专门开发的“政府惠
民政策查阅”微信小程序，得到了市民的
积极响应和踊跃参与。“从前以为档案馆
和档案都很神秘，今天才发现，我们和档
案的距离这么近。”一位前来参观的市民
如是说道。
据悉，国际档案日活动期间，天津

市档案馆还推出了建党百年视频展播、
线上展览等系列宣传活动。联合北京
市档案馆、河北省档案馆，推出“喜迎建
党百年 传承红色基因——京津冀档案
馆红色视频联播”活动，三地档案馆微
信公众号于 6月 9日至 17日共同推送
12集党史视频，视频分别由三地档案馆
参与制作，生动讲述京津冀三地党组织
的发展历程和动人故事。充分挖掘馆
藏曹火星人物档案，制作并推出微电影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讲述曹火
星成长和创作的历程、歌曲广为传唱及
背后感人的故事。
由天津市档案馆与天津广播电视台、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中共天津市委党史研
究室）联合制作的大型党史人物纪录片
《曙光》也将献礼建党百年，在天津广播电
视台卫视频道进行全五季15集展播。《曙
光》采用新时代青年的视角，以寻访的方
式与革命先辈跨越时空进行对话，展示先
驱们在重大革命关头的心路历程。纪录
片《曙光》共五季，每季三集，讲述了周恩
来、李大钊、张太雷、刘少奇、邓颖超、陈潭
秋、瞿秋白、赵世炎、蔡和森、李季达、马
骏、于方舟、江浩、柳直荀、胡底共十五位
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生动展现了他们的
坚定信仰、坚强党性和崇高人格。
6月3日，纪录片《曙光》在天津市委

党校举行了开播仪式，在场观众观看后
纷纷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天津市档案馆
宣传部副主任杨仲达全程参与了纪录片
《曙光》的创作与拍摄，过程中的点滴至
今仍令他感动不已：“在挖掘曾领导天津
工人运动的革命先烈李季达的事迹时，
我们发现了李季达妻子王贞儒在新中国
成立后写给牺牲多年的丈夫的一封信，
‘季达，我非常非常思念你，我们的革命
已经胜利了……’信纸被泪打湿的痕迹
犹存，王贞儒的后辈看到信后泪如泉涌，
我们在场的每个人也都深受触动。”
在杨仲达看来，红色基因是流淌在每

个中国人血脉中的，而当代人要做的就是
将这份红色基因激活和传承下去：“我们
在拍摄中，特意让青年一代去发问、去追
寻，探寻老一辈革命家在天津的革命印
迹。我们的纪录片就是要将后人对先辈
的感怀与回忆记录下来，这何尝又不是一
份珍贵的再生档案呢？”
在信息高度共享的今天，信息已然成

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作为对信息收集
和利用发挥着积极作用的载体档案，其重
要的社会价值与现实意义自然也不容忽
视。今年恰逢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天津
市档案馆也围绕“档案话百年”主题，线上
线下相结合，举办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宣
传展示活动和互动体验活动，浓墨重彩讲
好党的百年故事。
天津市档案馆党委书记、馆长阎峰在

接受采访时表示，天津市档案馆将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坚决担负起为党管档、为国守史、为
民服务和为党立言、为国存史、为民修志
的时代使命，树立新发展理念，认真履行
档案收集、保管保护和开发利用职责，确
保天津一方历史保存完整。同时，最大限
度发挥档案方志资政、存史、教育功能，深
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为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大都市作出档案贡献，以优异成
绩庆祝建党100周年。

红色百年 风华正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