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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年前收获第一件藏品

龙怀宇不是收藏家，也不是艺术家，但他喜欢
收藏。位于石坪桥的家里，墙上、墙脚，到处都是他
花心思收藏来的画作。

1963年，龙怀宇出生在四川富顺的一个小镇
上。1981年从成都铁路学校毕业后，他分配到铁
路上工作，单位就在黄桷坪的川美校区附近。

身处在这样一个艺术氛围浓厚的地方，他空闲
时间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去黄桷坪逛书店，看别人
画画。一次逛书店时，当他看到宗白华的《美学散
步》，从此便一发不可收地喜欢上了画作。

“这本书打开了我对艺术的渴求，也让我开始觉
得应该培养一下艺术修养，以便更好地以理论性的
眼光来看待这些艺术作品。”龙怀宇说，幸运的是，在
川美这样的地方，经常还能碰见教授和老师，一来二
去的取经，让他开始逐渐喜欢上书画作品的鉴赏。

地利、人和似乎都已具备，天时也在不经意间
到来。

2000年，龙怀宇拿着一本存折准备去销户时，
竟发现存折里有800多元钱，“这在当时可是一笔
巨款啊！”取出钱后，他就去黄桷坪艺术交易中心转
悠，看到一副《江南水乡》的画作，“那种感觉和苏轼
笔下写的江南是一样的味道，小桥流水间，一艘小
船静静的划过，划过的，不就是那些消失的岁月
吗？”越看越喜欢的龙怀宇用800元买下了这幅作
品，而这也是他的第一件绘画藏品。

不能忘却的纪念

在龙怀宇收藏的画作里，有一副名为《水牢》的
作品，绘画年代距今已近70年。

画上，一群少先队员在牢房前参观，牢房外写
着“水牢”二字，“这是我在黄桷坪无意中发现的，当
时觉得很惊讶，这么好的画，一定要代代相传。”龙
怀宇说，这幅画背后写着刘艺斯几个字，他查后得
知，这是四川美术学院的一位已故教授，但画作是
否是其作品，就不得而知了。

不过，画上的内容却让人与渣滓洞白公馆联想在
一起，“今年是建国70周岁华诞，我们过上了幸福的生
活，但先烈们为我们吃过的苦，我们一辈子不应忘记。”

画作让人记住乡愁

龙怀宇向记者展示了他的收藏作品。
这是一幅名为《房东》的油画作品，也是龙怀宇

比较喜欢的作品之一。“这房东老板，一看就是一副
收租者的模样，穿着睡衣、棉拖鞋，嘻嘻哈哈的，和
那些每天忙着工作的人，情形大有不同啊。”龙怀宇
说，回想起三十多年前人们到沿海打工，可能也会

遇上这样的房东，这幅画真实地再现了这样的
场景。

一副名为《女头像》的画作，描绘的是一位北方
妇女，她包裹着头巾，笑逐颜开的样子。“现在的人，
已经不爱戴这样的头巾了，这样的笑容也已渐渐消
失在生活的压力之下，但无论如何，生活还应该是
幸福，所以看到她，我觉得也很开心。”

除了人物，山水也是他收藏的主要内容，34幅
水粉画作中，青山、绿水、倦鸟、夕阳、小亭是画的主
角，老龙说，当年他花高价买下这些画作后，曾向川
美专家请教过，最后发现这些美丽景色，就在南泉，

“看过这些风景，才能记住乡愁，你说是吧？”

把对妻子的爱装进画框

回忆的最高级是什么，也许就是无时无刻都能
与最美的过去见面。

龙怀宇说，他收藏的这些年来，遇到喜欢的作
品，会像孩子一样高兴，有时甚至会不计成本购
买。“平时的吃穿用度，可以说完全由我老婆支持，
我的工资除了还房贷，基本都拿去购置画作了。如
今，房贷终于还完了，而我的爱人也永远离开了
我。”说到这里，老龙的眼眶湿润了。

前些年，自觉亏欠爱人的他，邀请川美老师黄永
符为自己和爱人构思了一副油画，这幅油画算是一
个美好愿景的拼接体。老龙说：“我爱人辛苦一辈
子，黄老师说，一定要让画作显得有生气。”于是，老
龙爱人的手里，多了一条狗，两个人站在一块名为

“鹅岭碑记”的大石头边，开心地憧憬着未来。遗憾
的是，妻子在这幅画作创作成功后不久，就因癌症去
世，如今老龙只能把这份美好的回忆珍藏在画作里。

希望开回忆博物馆

爱人去世后，老龙越发觉得回忆的珍贵，经常
一个人坐在客厅里擦拭着油画，回忆过去的岁月。

“我有1000多幅收藏品，这些收藏品可能从经
济价值来说不算什么，但从另一方面讲，它们却代
表了每一个时代不同人的回忆。”老龙说。

比如一幅名为《松林湖畔》的布面油画，画上
是青翠的松林围绕着湖泊，湖面倒映着树林的
影子，那干净、整洁的画面，看上去让人的内心
特别平静。

还有一幅名为《7516151》的肖像画，画中
人物左手拿碗，右手拿铲子，脖子上有一条毛
巾，脸上露出憨厚的笑容，“干活儿的时候，
都这样，多么写实啊。”

类似的藏品还有很多。如今，藏品上
千的龙怀宇也有自己的心愿，希望可
以开一个回忆博物馆，让市民免费到
博物馆去寻找自己的过去和回忆；
也希望他们能把这一生最美好的回
忆都写在一个本子上，然后我再去收
集更多的、更美的回忆。

重庆大轰炸遗址

遗址位于渝中区较场口磁器街，属重
庆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38年2月至1943
年8月，重庆遭日军长达五年半的轰炸，史
称“重庆大轰炸”。1941年6月5日，日机轮
番轰炸重庆，空袭时间长达5个小时。十八
梯大隧道由于避难民众人数过多，通风不
畅，致使大量避难市民窒息死亡。这就是
震惊中外的“六五”大隧道惨案。

他喜欢收藏 他喜欢绘画
他收藏超千件绘画雕塑作品
希望开一家免费回忆博物馆

去画里

寻找
最美的青葱岁月

人生最美好的回忆，莫过于年少的懵懂、青春的放飞、年轻的奋
斗、中年的承接以及老年的颐养天年……

但时间，却是一副永不等人的模样，当你回过头来回味青春的
时候，才发现，那些美好的回忆，早已成为最柔软的记忆，尘封在岁月里。

有这样一位收藏爱好者，名叫龙怀宇，他也热爱着自己的青春、热爱着自
己的人生，更喜欢那些记录青春的画册。于是，他用整整19年的时光开始收
藏，如今已藏有超过1000多件的绘画和雕塑作品等，就像电影胶片定格一
样，把许许多多陌生人的青春，定格在了人生最好的时光里。

2018年4月28日，龙怀宇在成都百花潭公园百花艺术园首次举办个人收藏
展后，许许多多的陌生人给他留言鼓励：谢谢你，让我们看到曾经相似的青春。

龙怀宇说，如果有机会的话，他想开一家私人博物馆，让大家都来找找自
己记忆中的那些美好时光。

收藏
是人生遗憾的弥补

龙怀宇家客厅墙上，挂着一
幅字，写着：深藏若虚。送这幅字
画给他的人说，老龙的收藏生涯，
正好印证了这四个字。

为何会半路出家学收藏？龙
怀宇说，这也和回忆有关。儿时
家里条件有限，学的东西很少。
等到年轻那会儿，看着别人会乐
器、会画画、会写毛笔字，心里就
羡慕得不行。龙怀宇说，后来在
师傅家里看到一本《艺术世界》，
激起了他对艺术的幻想。

“那本书谈到了很多东西，包
括工艺品、美术书法作品的鉴赏，
以及一些创作手法的介绍，很全
面。”于是，从看书起步，龙怀宇的收
藏经历看起来有些野路子，却也让
人佩服。这些年，他还办了自己的
收藏展，“好多看过那些画作的人
们都哭了，那代表的是他们的青春
和激情啊。”

2018年5月20日，龙怀宇参加
成都5·12慈善晚会。会上，

他将潘玉刚创作的藏品《天
鹅湖》捐赠了出去。圣洁

的天鹅如同晚会爱的主
题，龙怀宇觉得把回忆
的珍藏变成助力公
益的推动剂，也是
很有意义的事情。

当被问到以
后开私人博物馆
的想法时，龙怀宇

说：“希望大家看到
我的藏品，能想起
更久远的历史，美
好的回忆，往往更能
催人奋进。”

重庆晚报-上游
新闻记者 王渝凤
实习生 孙彦钦 汪
浩燃 摄影报道

以“重庆大轰炸”为背景
重庆小伙创作绘本《洞》

去画里

感受
不屈的城市精神

张浩宇与庄云两个小男孩，因战争失去双亲，他们
为躲避日军空袭藏进防空洞，却误打误撞进入包罗万象
的“异世界”……

6月5日，是重庆大轰炸纪念日。每年的这一天，重
庆都会鸣响防空警报悼念大轰炸遇难同胞。85后小伙刘何跃，以
“重庆大轰炸”为背景创作的绘本《洞》也在今日正式发布。

绘本题材锁定“大轰炸”

刘何跃是土生土长的重庆
人，绘本作家、插画师，对人文
历史研究情有独钟，并在寻访
和创作中逐渐发展出个人的独
到见地。

他从24岁开始绘本创作，
先后出版发行了《红舞鞋》《母
亲的故事》《金竹寺》《呼归石》
等绘本作品。小时候，父亲常
带他去朝天门、弹子石、南山
等地，给他讲述关于重庆的历
史传说。“随着年龄增长，我慢
慢认识到，传说里蕴含的美好
品德，应该被世人所铭记，而
记得这些传说的人越来越
少。于是，我就想用手中的画
笔，来记录和传承这些传说。”
2010年，刘何跃从重庆邮电大
学动画专业毕业，他尝试创作
过不同的题材，而“重庆民间
传说”题材，一直被他放在心
上。

记者了解到，《金竹寺》
《呼归石》两部重庆民间传说
题材的绘本，让他在业界获得
一定的赞誉和认可。根据《呼
归石》为蓝本制作的同名动画
短视频，去年荣获全国地名文
化短视频征集与展播活动一
等奖。

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后，刘
何跃又想：“我能不能尝试画其
他的题材呢？”就这样，他在
2017年初，将目光对准了“重
庆大轰炸”。

让读者明白和平的可贵

“其实以‘重庆大轰炸’为
背景创作，和我的生长环境有
关。”刘何跃出生在渝中区，在
大坪九坑子生活了20多年，从
小耳濡目染，对重庆本土的历
史文化非常感兴趣。随着社交
圈子越来越大，他发现很多儿
童甚至青年人，对重庆的历史
都不怎么了解。

刘何跃说，“重庆大轰炸”
是重庆最为惨痛的记忆，面对
日机大屠杀造成的巨大伤亡，
重庆人民表现出高昂的斗志和
罕见的乐观，赢得了国际社会
广泛赞誉。而他创作《洞》的意
图，就是要将重庆人不屈不挠
的城市精神通过绘本传播开
来，让读者明白和平的可贵。

相关

原创绘本历时两年

“和以往的民间故事绘本不
同，《洞》的故事脚本是原创，需要
创造更多新鲜感，而不是单纯地
讲述历史。”2017年，刘何跃多次
前往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等
地，查阅相关文献资料，积累创作
素材。

“资料搜集差不多了，可我有
段时间还是没有头绪，也没有灵
感。直到去年9月给川美学生讲
授《游戏关卡设计》时，我才茅塞顿
开。”刘何跃回忆，当时他想，绘本
《洞》能不能也通过关卡的方式，让
主人公在防空洞中“闯关”获得坚
韧的品质呢？

于是，脚本主线敲定：张浩
宇和庄云两个男孩，为躲避日军
空袭藏进了防空洞。防空洞是
连接“异世界”的通道，在带有魔
幻气息的“异世界”中，他们一路
找寻生命树遗失的爱心、力量、
诚实和信心，在这个过程中，历
经多番磨难，最终变得坚强和勇
敢……

绘本《洞》藏有重庆元素

“异世界”是怎样的呢？“它原
本非常美好，但受战争冲击后变得
糟糕起来，扎根在‘异世界’的生命
树也开始枯竭，只有找到生命树遗
失的4种美德，才能让它焕发生机
和活力。因此，主人公会坚持不懈
地一路‘闯关’寻找。”

刘何跃介绍，绘本《洞》以“重
庆大轰炸”作为大时代背景，借用
异世界的事物去讲述战争，让读
者在知晓历史之余，可以更真实
并带情感地跟随故事主人公一
同，去感受战争的残酷与人性的
光辉。

绘本中还“藏”有各种重庆
元素，如山城步道、打枪坝水塔、
觉林寺报恩塔、黄葛树，长江索
道、轻轨、洪崖洞、国泰大剧院等
新重庆城市标签，也精巧融入绘
本中。

据了解，绘本《洞》将在6月由
重庆出版集团出版发行，预计月底
将与读者见面。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周小平 受访者供图

▲心若有光，便是希望。

▲1938年，日军轰炸重庆，重庆市区遭前所未有大浩劫。

▲市民在防空洞藏身

▲重庆大轰炸遗址

刘何跃

▲刘何跃以“重庆大轰炸”为背景
创作绘本《洞》

▼龙怀宇把自己和妻子的美好回忆珍藏在
这幅油画里

▶画作《光荣的
劳动者》

▲画作《松林湖畔》

▲画作《房东》

▶《女头像》记录的场景成为最美的回忆

▲浩宇看见母亲正坐在梨花树下纺
织，多么熟悉的景象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