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村民群体性口述：村级档案中的民间集体记忆
———基于《西沟口述史及档案史料（1938—2014）》

刘晓丽

摘 要： 西沟村民群体性口述史料与村级档案史料相互印证和补正， 既弥补了口述史料准确性方面

的不足，又补充了档案史料细节和生动性方面的不足，两者共同构成西沟村民的集体记忆。 这种集体

记忆升华为西沟精神，即“互助合作、共同富裕的先行精神；艰苦奋斗、建设山区的愚公精神；求真务

实、开拓创新的劳模精神；对党忠诚，淡泊名利的奉献精神”。 西沟村民的集体记忆既包含着中国农民

对中国道路的探索，又包含着集体化时期中国农村女性同工同酬的探索和实践。这种探索通过村民口

述和村级档案的形式还原出来，具有很强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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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记忆概念由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

瓦赫在 1925 年首次完整地提出以来 [1] ，一直被学

者们从不同角度来研究和延伸。其中，德国历史

学家和人类学家杨·阿斯曼提出的“传递性回忆”
理论[2]，就是通过日常通讯和交流这样一种口述

历史的形式，个人记忆被“搜集”而变为“集体的”
记忆。阿斯曼还提出，集体记忆可以被实物化和

固定下来，如文字和纪念碑等。 西沟村民群体性

口述史料和村级档案史料的搜集、研究，正是在

上述理论框架下，实现了“鲜活的”口述记忆、“固

化的”档案记忆与西沟村民集体记忆的融合。

一

西沟村原本是山西省平顺县境内一个偏僻的

山村，由 44 个自然村庄组成。据当地地方志记载，

明代洪武至永乐年间，开始有移民流落于此。清代

中期，河南林县（今河南林州市）人大量迁居于此。
到 1949 年，全西沟共有村民 1148 人。[3]11 1943 年

李顺达成立西沟村第一个互助组时，西沟境内的

自然条件极度贫瘠，村民生活也极度贫困。1955

年，反映西沟互助合作社的文章《勤俭办社，建设

山区》被收录在毛泽东主编的《中国农村的社会

主义高潮》一书中，毛泽东为这篇文章作了按语。
西沟如何能从中国腹地一个贫困偏僻的小山村，

成为 20 世纪 50 年代互助合作化时期的全国名

村，走出两位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劳动模范，与

1949 年后我们国家急需由传统的农业国向工业

化国家转变的历史步伐相适应，在很长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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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张成德、孙丽萍：《山西抗战口述史》（三卷本），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② 参见孙丽萍、刘晓丽：《口述大寨史———150 位大寨人说大寨》，南方日报出版社 2008 年版。

内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上唯一被标出地名

的行政村，并在 70 多年的历史时段内保持持续

性和平稳性。这其中的原因值得探究，成为我们

开展西沟口述史及档案史料研究的初衷。
对西沟村口述史料和档案史料的研究，有两

个得天独厚的条件：一是西沟村有着从 1938 年党

组 织 建 立 至 今 80 余 年 间 的 村 庄 档 案 ， 特 别 是

1949 年至 2014 年间的档案尤为集中，这些档案

无论是在保存完整性、数量众多性，还是在内容

丰富性上，都是其他地方同级别的档案史料无法

比拟的，在一个村庄层面上完整展现了 70 年来

中国农村变迁的历史图景。 二是西沟村有丰富

的口述访谈资源。西沟村历史从李顺达 1943 年

建立晋冀鲁豫边区第一个互助组开始，很快脱颖

而出并得到根本改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西沟在 70 多年的历史时段里，始终保持着在中

国农村的名村地位，与山西的另一名村大寨形成

了鲜明对比，这在当代的中国名村中也是绝无仅

有的。这其中的原因，可以从西沟村的地理特点

（贫瘠、交通不便）、西沟人性格特征（吃苦耐劳又

因循保守）、西沟村风俗民情（邻里和谐、不喜争

斗）、西沟村的领头人李顺达和申纪兰的个人性

格特点等因素中找到答案，由此形成了西沟村独

有的口述话语体系。
西沟村的历史涵盖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三

个时期，尤其在 1949 年至 2014 年近 70 年间的中

国农村变迁中具有典型的意义。它既影响着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集体化时期全国的农业农村政

策制定，又有着自身独立的发展轨迹。西沟村在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领头人李顺达和改革开放

时期的领头人申纪兰，都有不同的人生经历和治

村理念，深刻地影响着西沟村的发展。对西沟村

档案文献和口述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可以展

现一个完整的村落微观世界。
《西沟口述史及档案史料 （1938—2014）》（十

卷本）正是这样一项研究成果。它涵盖两大部分

内容：一是西沟村民群体性口述史成果，二是从

1938 年至 2014 年间西沟村原始档案的整理与发

掘。它们与本课题的另一重要成果———反映西沟

专题人物的口述史著作《口述申纪兰》相互印证，

在西沟这个山村范围内，集当代中国名人口述、

村民群体口述、村庄原始档案史料为一体，全方

位、多层次地展现了一个中国名村从 1938 年至今

以来的变迁图景，实现了“鲜活的”口述记忆、“固

化的”档案记忆与西沟村民集体记忆的融合。本

文分别从西沟口述史料和西沟档案史料两个部

分，来剖析西沟村民的集体记忆。

二

西沟口述史料在口述史理论和实践上立足于

两个基础：一是课题组有《山西抗战口述史》①和

《口述大寨史———150 位大寨人说大寨》② 的具体

访谈实践，尤其是对于大寨村民的访谈，为本书

提供了有益经验。西沟口述史料在体例编排上沿

袭了《口述大寨史》的思路。大寨作为 20 世纪六

七十年代闻名全国的政治名村，与四五十年代的

互助合作化名村西沟有着很多相似之处。两个村

的带头人李顺达和陈永贵、村两委骨干曾经互

访，互相取经，在具体访谈过程中，能站在名村的

视角上提出问题，挖掘被访谈者的心中感悟。二

是参加西沟口述史料搜集的 4 位课题组成员中，

有 3 位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生活在山西农村，农村

生活融入了其成长经历，能从专业的视角在自己

熟悉的农村开展访谈，容易与村民沟通、被村民

接纳，提出的问题接地气，针对性强。他们还能根

据村民不同的文化水平、叙述方式、性格特点，提

出有价值的问题，找到打开每位被访谈者的“话

匣子”，这也成为西沟口述史料在《大寨口述史》
基础上力求努力的方向。这两点成为西沟口述史

料顺利推进的有利条件。
与此相联系，口述史料中展现的西沟村民集

体记忆的特点是：普通村民都有着名村心态，眼

界和看问题的视角要高于山西大多数村庄的村

民，还有与大寨村一比高下的积极姿态，在口述

历史事件时大多持正面态度，乐观、有责任感，形

成了西沟村独有的口述话语体系。生于 1929 年

的申纪兰是西沟村 70 多年历史发展的领头人、
实践者和见证者，以申纪兰为核心，从各级官员、
专家学者、作家到每个西沟村民，形成了极其珍

贵的集体访谈资源。这些鲜活的访谈资料与西沟

村原始档案相互印证，对她的访谈在更大更深的

历史层面上展开，是本土化口述史学的理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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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也是村民集体记忆的价值所在。
对西沟村集体记忆的研究过程有几个特点：

一是研究准备阶段的集体性，如课题组成员的学

术背景相近、田野调研行动的一致性、对访谈提

纲的共同讨论、访谈设备的共同调度、访谈人员

的分组、每天访谈结束后的共同整理、每天工作

结束后的共同感悟等。二是研究内容的集体性，

李顺达、申纪兰、互助组、集体化、男女同工同酬

这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在西沟村民和课题组

成员心中具有相同的分量，是大家集体认可的对

西沟历史和未来发展有价值的东西。三是西沟村

整体配合的集体性，西沟村以党支部的名义选定

口述者，这个口述者就拥有了某种限定，比如，村

干部、积极分子、口才好等。随着访谈的深入，课

题组与西沟村民熟悉之后，我们对于口述者的选

定就有了多样性和代表性，大多数西沟村民也由

最初的观望或三言两语应付变为积极主动的交

谈。四是口述目的的集体性，西沟村的亮点是互助

合作和集体化，这是西沟从偏僻的小山村走向全国

的出发点，也是村民集体记忆的自豪点，村民们在

口述中，总是自觉不自觉地谈到这个自豪点，靠向

这个总目标。村民们认为，西沟村的集体化连接着

西沟村的过去和未来。五是村民个人口述的重叠性

与矛盾性在集体性中的位置，村民在说到西沟村的

负面事实时，往往是既想说真话、又担心西村沟的

良好形象受到损害，总是欲言又止。
西沟村口述史料通过西沟村民 250 余人的口

述以及在西沟村有着工作学习经历的各级干部、
专家、学者、村民的口述，体现了西沟村的政治、
经济、文化、教育、生活、社会保障、人口与计划生

育、乡风民俗等内容，展示了西沟村从互助合作

化时期的全国农业领头羊到改革开放时期的一

度沉寂，再到今天绿色发展平稳发展的历史轨

迹，突出了鲜明的民间视角。
以申纪兰与男女同工同酬为例：1951 年，22

岁的申纪兰担任西沟农林牧生产合作社副社长，

发动西沟妇女参加生产劳动，倡导男女同工同

酬，被《人民日报》记者以《“劳动就是解放、斗争

才有地位”———李顺达农林畜牧生产合作社妇女

争取同工同酬的经过》的长篇通讯发表，引起了

巨大反响。申纪兰在西沟进行男女同工同酬的实

践，调动了广大乡村的妇女劳动力资源，契合了

我国急需推进工业化的历史背景。此后，男女同

工同酬逐渐作为基本国策，成为中国妇女走出家

庭、走向社会、实现自身价值的重要举措。申纪兰

也从一个普通的农家妇女一步步走来，成长为中

国当代女性精英，成长为全国唯一连续当选的第

一至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女性，这是申纪兰

带领西沟人对中国当代史做出的重要贡献。申纪

兰口述当时 的细节时说 ：“我那小姑子 跟我说，

嫂，咱跟他都男人们分开动弹吧，要不，咱只能挣

七八分工。我说，要想挣十分，就得跟男人们比一

比，跟他都干一样的活儿，才能挣十分。小姑子

说，那就跟他都比一比。男人们是干一干，歇一

歇，抽袋烟，到晌午还没干完。妇女们倒都干完

了，他都有些后悔，后悔不该抽那几袋烟，妇女们

不吸烟，就不耽误工夫。”①[4] 在这种精神下，西沟

人对集体化时期的回忆充满了自豪感。“以前有

土账房、粉房、做酱、做醋、做粉条、喂猪、养鸡，修

理上有铁工、木工、车工、钳工。像 60 年代后期到

70 年代初就有十几个厂，还造犁，就是给拖拉机

配的那个犁。”②[5]

在男女同工同酬的旗帜下，西沟妇女不仅亲

身书写了西沟的历史，还有着独特的个人生命史

体验和鲜明的女性集体记忆特色。 [6] 西沟女性对

于以往岁月的回忆，大多以正面为主，有着很强

的时代荣誉感。在口述时，她们最先谈到的就是

集体劳动的场景、集体经济的成就，自己为集体

做出了什么贡献，并为这种贡献而自豪。“山高高

不过决心，地硬硬不过决心，只要你努力来，吃苦

耐劳干这个事情，没有人干不到的，山再高，你硬

往上，你不是也就站到高处了？地再硬吧，你硬往

下做它了，它还能做不下去？”③

在男女平等的时代大环境下，西沟妇女从家

庭走向集体，从自身小天地走向外部大世界，这

种坚实的步伐丰富了自身的生命史。对从同工同

酬中走来的西沟女性来讲，家乡的面貌从穷山恶

水变为绿色银行、生态园林，这种巨大的变化有

自己的努力在里面，看得见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山上青松和山桃，核桃山杏半山腰，道路两边都

① 2014 年 4 月 20 日刘晓丽对申纪兰的访谈。

② 2014 年 4 月 22 日刘晓丽、赵俊明、郭永琴、张文广对西沟张章存的访谈。

③ 2014 年 3 月 30 日刘晓丽对西沟常开苗的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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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014 年 3 月 30 日刘晓丽对西沟常开苗的访谈。
② 2014 年 5 月 28 日刘晓丽对申纪兰的访谈。
③ 2014 年 4 月 21 日刘晓丽、赵俊明对西沟张章存的访谈。
④ 2014 年 7 月 20 日刘晓丽、郭永琴对西沟郭爱巧的访谈。
⑤ 2014 年 3 月 20 日刘晓丽对西沟常开苗的访谈。
⑥ 2014 年 7 月 20 日刘晓丽对西沟张锦绣的访谈。
⑦ 2014 年 7 月 29 日刘晓丽、郭永琴对西沟侯雪贞的访谈。

是柏，梨子挂满枝树梢，西沟的山西沟的水，西沟

的山水真是美，永远是咱西沟人，奋发图强向前

进。”①

西沟女性将自己生命史融入对历史进程有深

刻影响的标志性历史事件，使历史事件具有了性

别色彩。“男女同工同酬”作为当代中国妇女运动

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它的意义在于标志性。对于

申纪兰和西沟的女性来讲，她们在无意识之中将

自己的青春时代融入了这样一个标志，由此丰富

甚至改写了自己的生命历程。 男女同工同酬在

当初改变了她们的人生，她们通过参加家庭以外

的集体劳动，增加了家庭收入，改变了在家庭中

的地位。这种动力和喜悦是内生式的，由此获得

的人生尊严伴随了她们的一生。另一个具有强烈

性别色彩的是人民公社化时期的大办食堂。在她

们的口述中，就是家里不用开火做饭了。“我副社

长就管这个 食堂哩，一黑 来（一晚上）倒 食堂化

了。那会儿吧群众也好组织，要这会儿来就不行。
把大家家里头的粮食都集中到一处。”② 在这一特

殊的历史时期，妇女获得了家务劳动的“集体

化”，每天参加集体劳动，省去了回家操持做饭这

一家务劳动，这其中的体会也是独特的，这一点

在很多研究成果中都有所提及。通过口述者的叙

述，再一次印证了集体化这一历史时期在女性生

命史中留下的独特印记。
由于西沟是闻名全国的名村，国内外参观、学

习、取经的各界人士很多，这些正值年富力强的

女性就成为政治接待的首要人选。她们的出场代

表的是西沟的形象，体现西沟全体村民的精神面

貌和追求，所以这不是简单的接待任务。在她们

的口述中，除了与生俱来的巨大荣誉感外，她们

要加倍小心、加倍重视，不让自己的工作出现任

何差错，并保持自身农家女性的本色，确保不受

外界不健康思潮的影响，把自身最健康的形象展

现在中国和世界面前。“西沟的女民兵打得可好

了，有些男的就不如女的，女民兵也是一个连，一

百多号人，西沟的女民兵可算话了。”③

西沟妇女对艰苦集体生活的口述，看不出悲

观色彩，给人强烈的、紧张向上的时代感。她们还

对细节记忆深刻、准确，如晚上挑灯做鞋，参加大

炼钢铁，修水库多少天不睡觉等。在口述过后，她

们都惊异于自己当年的精神头和体力。有的通过

参加集体劳动给家里挣工分，见证了自身的成

长，具有时代色彩的个人体验感超越了艰苦的劳

动生活。“我姨夫（指李顺达）说有什么动静你不

要下马，一直在马身上。他知道，我走到川底（西

沟邻村）（天）就大黑了，可能是有了狼了，那个马

就变了样了，叫了两三声，两腿拔刺、拔刺盘着蹄

子，尾巴一摆，一收身子，叫了两三声，盘了两三

下蹄，人家厉害，狼就走了。”④ 西沟人对集体时代

劳动生活的愉快回忆融进了其建设家乡的自豪

感。“那会儿集体去地里，又说了，又喜（高兴）了，

又乱（扎堆）了，那个生活就可愉快了。好像西沟

的集体观念特别强，就是一个老百姓也是特别认

真，特别负责，西沟的人很忠实，干甚都是认认真

真的，说干甚咱就干甚，做甚也是踏踏实实，反正

是有一种吃苦耐劳、勇往直前的精神。”⑤

在集体劳动中，青年女性会不可避免地遇到

生理期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李顺达与西沟党支

部给予了充分的关心。但是，在当时的大环境和

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情况下，家务劳动的社会化程

度不高。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惯性掩盖了女性甚

至男性对于自身生理的理性关注，所以女性在这

种大规模强体力劳作中受到伤害是难以避免的。
“我那会儿上地，来了例假一个是腰疼、肚疼，有

时候咱就不说呀，那年假如我嫂（申纪兰）早上不

见我上地，就骂我。上地，有水，我是一见水，一激

就没了。那时也不说，有一天早上，我嫂不知道，

就骂我了。我在茅房哭一早上，不吃饭。”⑥“冬天，

那时候咱不懂，我腰往下肿哩，后来子宫一直有

毛病。胖（肿）了足足二十天我这身上。那会也穷

呗，没个钱，伤筋动骨一百天……从那个以后，我

的病就可多了。一样的，一样的，多的哩。从那个

往后一年不如一年。”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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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村庄原始档案文献与村庄历史相伴相生，是

基层民众生存状态的真实体现，因此，档案文献

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在学术研究中具有基础性和

前提性的作用。近年来对于村庄档案的搜集、整

理和研究，主要体现在对原始档案进行文字录入

和重新编排、整理出版、档案的数字化和村庄档

案的研究等几个方面。西沟的档案史料主要有村

政类、单据类、村务经济类、社会人口类、土地林

权类、历史影像类六个专题。这些档案史料反映

了西沟村民 70 多年的生存状态，是西沟人生活

劳动的最真实展示。对西沟原始档案的搜集和整

理，为西沟民间集体记忆的分析提供了翔实的第

一手资料。这些档案史料与村民口述史料一对一

印证，将现实 中鲜活的人（口述者）穿越 到过去

（档案史料），在同一件历史事实上相遇。这样产

生的效果不仅仅是相互印证，还有相互补正，使

村民的集体记忆包括鲜活的口述史料和固化的

档案史料，呈现出多层次、多角度的特点。
1． 年龄对村民集体记忆的影响

西沟的历史阶段主要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

期为互助组、合作化、高级社、人民公社时期，时

间跨度为上世纪 40 年代初至 70 年代末；第二

时期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时间跨度为

上世纪 70 年代末到 2014 年。这一时间跨度对于

传统历史学研究来说，时段并不算长，文本资料

保存也大都有迹可循。但是对于集体记忆来讲，

一个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对同一件事的记忆点

会有所不同。由此，历史事件发生时处于不同年

龄段的人，在口述时的记忆兴趣点也会有所不

同。比如对西沟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当时还是

学生的村民，叙述点就是那些宏大的场面，全县

劳力都来参加 了，有干部、有当兵的，还 有外地

来支援的人，可以不去学校上课了，正面感受是

主要的；当时已经是成年人并需要养家糊口的

村民，叙述点是自 己做的贡献 大，但干活艰 苦，

连续苦干 ，不能回家 ，以平静情绪 为主；而在这

种大规模集 体劳作活动 中 不 幸 身 体 受 伤 的 人 ，

就会把自己受伤的情境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遍又

一遍，记忆 深刻，情绪激 动；而当时正 值壮年处

于领导地位的人，则对事情的叙述有整体把握，

对自己在其中的作用叙述较为详细，对所说事

情的感情或感触较深。
2． 身份及职业对村民集体记忆的影响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前，西沟村民的

身份基本上是农民。在这之后，社会阶层的流动

性加快，西沟村民在具体职业上分为农民、村办

企业职工、外出务工人员、村民兼灵活务工人员、
国家干部等。因工作群体的相互影响和视野的变

化，口述者的叙述角度也会有所变化。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西沟村曾采用多种办法增加集体收入

和村民收入，其中最主要的村办企业就是生产核

桃露的“纪兰饮料公司”和生产硅铁的“西沟硅铁

厂”。这两个村办企业吸纳了大部分西沟青壮年

男女村民，起到了增加集体和村民收入的作用。
对于这两个村办企业，不同身份的村民看法有所

不同。纪兰饮料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对企业现状及

发展有责任感、主动性强，在口述中能说出具体

办法，比如扩大广告规模，增加销售渠道，与外界

加强联系，增加贷款规模，更新设备等，对困难也

有更深入的了解；中层管理者大多在公司工作时

间较长，对公司有一定的感情，在口述中表现出

主人翁的荣誉感，认为能为公司发展出一份力；

一般员工在口述中则多将企业发展与自己的工

资、业绩挂钩，对企业的季节性停产多是被动等

待，觉得自己也无能为力，但希望公司一直发展，

希望自己的工资收入保持现状或有所增加。对西

沟硅铁厂来说，申纪兰和创业者对这个厂倾注了

大量心血，抱有深厚的感情，他们在口述中对当

初的建厂细节叙述得非常清晰，没有因年龄或时

间而淡忘，并且与之后加入建厂的几位口述者的

叙述大体一致，显示了西沟村共同努力、集体创

业的艰苦历程。
3． 文化水平的差异对村民集体记忆的影响

西沟作为历史名村，合作化时期在李顺达领

导下，中小学教育取得了很大成就，公社化时期

还创办了“金星大学”。目前，在西沟村两委委员

中，学历最高者还属“文化大革命”之前的西沟老

高中毕业生，中青年委员则以初中生为多。老高

中生代表了当年西沟思维活、观念新、实践快的

一批人，他们在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初期，在西

沟实行林业集体经营、责任田个人耕种的“双层

经营”政策下，率先承包西沟的果树、核桃树等经

济林，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在口述这段历史

时，他们大多讲述客观、低调、不事张扬，讲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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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也扩展到同村同类人员的事；叙述、归纳能

力强，与访谈者互动很好，在讲述事情的同时还

对那段历史进行自己的总结，讲述有主题、成篇

章。相较而言，同年龄段学历较低的人，就需要访

谈者更多的提问和引导，且口述内容碎片化，时

间上缺乏连贯性。
4． 性格特点对村民集体记忆的影响

口述者的性格特点在口述访谈中是非常关键

的因素。对初次访谈者，性格外向的村民能在聊

天中自然被引导进入主题，与访谈者互动频繁，

便于话题深入；反之，则需要进行几次接触、深入

引导，才能得到有价值的访谈资料。口述者的性

格特点除了关乎天性外，与上述文化程度有一定

的关系。此外，受教育程度决定了一个人的见识

及其在村里的发展，还决定了其视野是否开阔。
对于外界的来访者，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村民比较

愿意展开对话，也想借此了解外面的世界。对于

20 世纪 50 年代的栽种苹果树、六七十年代的治

滩修堤，性格外向者能口述出很多细节，如怎么

发种子，怎么挖坑，怎么栽种，李顺达又是怎么严

格检查，对偷懒者怎么发回重新撒种，以及苹果

树从几棵变成满山遍野的过程，等等。申纪兰就

是这方面的代表，她的叙述有声有色，娓娓道来。
而对于性格内向者来说，较为宏大的场面可能几

句话就说完了。
5． 在村里的地位对村民集体记忆的影响

这里包括普通村民、村委委员、走出去成为国

家干部的西沟人、退休后回到西沟的乡镇干部。
西沟的“老干部”，就是在村主要领导岗位退下来

的人、从外面企业退休后回到西沟养老的人，还

有在村民中德高望重的人。那些担任乡镇干部后

退休回到村里的人，即西沟村人所说的“公家

人”，他们的自我感觉比较好，家里儿女盖房等事

情安排得比较顺心，退休生活也比较轻松，因此

更有精力和心情关心西沟的事情，在口述中能从

西沟过去的辉煌中总结出今后该怎么做；从西沟

走出去在市里担任干部、退休后没有回到西沟的

人，对西沟的叙述就带有回顾性和总结性，更注

重西沟过去的经验教训和未来的发展，他们自身

的感觉也是比较好的；现在担任村主要领导的

人，在口述中就对西沟的发展、自己担任领导职

务以来西沟的变化、西沟未来的展望很明晰，叙

述条理，口吻自信稳健，与访谈者互动良好；在联

产承包责制初期担任西沟领导的人，梳理了自己

在位时的工作得失，同样是细节清晰，并对西沟

的现状提出了自己的思考，提出了西沟未来发展

的具体办法。这些口述资料的质量都非常高，他

们可以说是西沟的精英，在西沟的地位较高，所

做的事情也相对比较重要。
6． 对领头人李顺达的集体记忆

对李顺达的怀念在村里的中老年人群体中是

普遍存在的，在青年人中，李顺达的口碑也很好。
在口述中，村民说到李顺达当初怎样来到西沟，

说到李顺达对工作的严格要求，说到有村民在集

体果树林里摘了一个苹果，被李顺达批评，还说

到李顺达如何帮助有困难的人。大家的共同感受

是，李顺达思维超前，具有开拓精神，脑子活，肯

吃苦，又没有私心，是个难得的好带头人。西沟人

认为，西沟过去的辉煌是因为有了李顺达，李顺

达如果活在今天，西沟的发展一定比现在要好。
对老一辈西沟人来讲，记忆中的集体化时期，西

沟村村委会凝聚力强，党组织有力量，干部作风

好，带头人以身作则，能服众，每天很“有劲”，但

是集体劳动强度很大，生活艰苦。对今天的生活，

老一辈西沟人觉得“国家有医保，村里七十岁以

上老年人有福利，过年过节还发面，村里还免费

安装有线电视”，对今天的生活满意度高。
7．“隐形”口述者的集体记忆

因为在村里境遇不同，或自身诉求没有得到

满足，或对村里发展现状不满意，有部分村民要

求在不具名的条件下，谈了自己的看法，还提出

很多切实的建议。有的村民对村里为了保持绿化

而禁止在山上放羊不满意，“山上绿化已经过了

这么多年，不应该禁止放羊”。有的村民对村干部

工作不满意，“村干部为自己想得多，西沟的发展

与名村的要求太远”。也有村民对自身成绩做了

展示，“我自己干自己的，每年养多少只羊，我有

我的办法”。只要诚心提出问题，这些口述者还是

愿意对西沟村以外的人说出他们自己的心里话。

四

西沟村民群体性口述史料与村级档案史料相

互印证，既弥补了口述史料准确性方面的不足，

又补充了档案史料细节和生动性方面的不足。两

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西沟村民的集体记忆。
西沟村民的集体记忆经过 70 多年的历练，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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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代西沟人的精神生活，凝聚为激励全体西沟人

的西沟精神，笔者把这种精神总结为“互助合作、
共同富裕的先行精神（成立晋冀鲁豫边区第一个

互助组）；艰苦奋斗、建设山区的愚公精神（从有

水石头流、没水亢死牛的旧西沟到绿化率达 80%

新西沟）；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劳模精神（两个

全国劳模、创建核桃露厂、铁合金厂）；对党忠诚，

淡泊名利的奉献精神（申纪兰及其历史贡献）。”
这种精神有着历史事实作为依据，它连接着西沟

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它与每个西沟人都有关系，

每个西沟人都为之做出了贡献。
西沟村民的集体记忆包含着中国农民对中国

道路的具体探索。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至今，一直

在摸索和寻找全中国人民共同富裕的道路。我们

国家经历了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进程，

十九大制定了分阶段走的战略，制定了到 21 世

纪中叶，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体

人民的共同富裕基本实现的战略目标。李顺达作

为一个农民，从个人生存角度带领西沟人在 20

世纪 40 年代就进行了互助合作、共同富裕的实

践，由此走进了历史的视野。这种实践通过村民

口述和村庄档案的形式还原出来，具有很强的历

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由于西沟村级档案的完整

性、西沟村民口述历史史料的丰富性和西沟村历

史的典型性，西沟村作为中国农村一个微型村庄

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Collective Oral Narration by Villagers：Folk Collective Memory in
Village-level Archives

———Based on Xigou Oral History and Archival Historical Materials（1938—2014）
LIU Xiaoli

Abstract: The collective oral history materials of Xigou villagers and the village’s archival historical materials have

been interrelated and supported each other． Their interrelated relationship has not only offset the inaccuracy of oral

history materials but also supplemented the absence of details and vividness in archival historical materials． They

jointly constitute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Xigou villagers，which includes the spirit of mutual assistance and common

prosperity，the spirit of hard work and mountainous construction，the spirit of seeking truth from fact，pioneering and

innovation，the loyalty to the party，showing indifference to fame and reputation．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the Xigou

villagers contains the exploration of Chinese farmers to the development path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efforts made by the country to pilot and practice the principle of equal pay for equal work． This kind of exploration is

represented in the form of villagers’oral narration and the village’s archives，and has had a strong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The integrity of Xigou Village-level archives，the richness of oral history materials of

Xigou villagers，and the typical history of Xigou Village make it with an academic significance as a miniature to study

village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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