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手阔绰\
曾花费近万元
拍回200多册连环画

龙台镇是邓绍光生活成长的小镇，这个新开
的美术馆就在镇里最繁华的三岔路口上。说是美
术馆，其实是一栋简陋的三层居民楼，楼道门口
有一个一大一小两个牌子。大的上面写着“连环
画美术馆”，算是这个馆的名字；小的牌子上，则
写的是“免费参观”。跟那些大型展览相比，这个
美术馆门口不够气派也不够特别，要不是这两个
牌子，恐怕连入口都没人注意到。

这3层居民楼，一共300多个平方，以前单是
出租了一层楼，每年可以收取近3万元的房租。但
为了这个梦想，两年前邓绍光便把房子收了回来，
陆续把他多年的收藏一件一件的往里放。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看到，三层楼每层
的房间都摆满了展品，美术馆的介绍称，藏品达到
4万多件，有红色连环画、红色图片、国画、书法、摄
影等。连环画有《红岩》《小八路》《霍元甲》《鸭绿江
畔》等等，到现在已经达到了2万多册。此外，他还
收集红色主题图片、国画、书法、票证等。

“目前展出只有700多件，连环画占多半。”邓
绍光说，这些物件都是他花了几十年收集而来的。
他说，从上世纪70年代起，自己就开始收集他喜
欢的连环画，工作后，经济条件宽裕了，他便开始
买连环画。每半个月就会买一次，一次一到两本。
渐渐的，他收集的连环画也越来越多。

为此他去过旧货市场“淘宝”，还特地跑到上
海、重庆等城市参与连环画的拍卖。“有次我和对
方讲价，对方看出了我一心想买，就抬高了价格，
不然就不卖。”为了得到一套喜欢的连环画，即使
面对双倍的价钱，邓绍光也是毫不犹豫地出手。
10年前，他花了近万元在上海拍回200多册连环
画。“现在恐怕只有北京才有这样的拍卖会了。”
说起这个大胆的举动，他还颇有几分得意。

因为喜欢连环画中的图画，邓绍光常常学着
临摹，逐渐喜欢上画画，并四处拜师学艺。如今绘
画已成为他最大的爱好，美术馆的三楼陈列的都
是他的作品，国画、水彩、油画，人物、花草、风景，
每一种风格每一种题材他都喜欢尝试。

他开了个免费美术馆：

不做包租公
我要当馆长

邓绍光说邓绍光说，，农村缺少美术农村缺少美术
馆馆、、图书馆图书馆，“，“希望这里的孩子希望这里的孩子
们能够通过这些经典们能够通过这些经典，，了解绘了解绘
画和美术以及其中蕴含的优画和美术以及其中蕴含的优
秀传统文化秀传统文化。”。”或许很多人还或许很多人还
不晓得这里有个美术馆不晓得这里有个美术馆，，他打他打
算联系一些学校算联系一些学校，，让老师组织让老师组织
学生来参观学生来参观。。

美术馆的藏品达到美术馆的藏品达到44
万多件万多件，，有红色连环画有红色连环画、、
红色图片红色图片、、国画国画、、书法等书法等。。
连环画有连环画有《《红岩红岩》《》《小八小八
路路》《》《霍元甲霍元甲》》等等等等，，已经已经
达到了达到了22万多册万多册。。此外此外，，他他
还收集红色主题图片还收集红色主题图片、、国国
画画、、书法书法、、票证等票证等。。

他的“宝贝” 他的尴尬
55月月11日日，，邓绍光的连环邓绍光的连环

画美术馆正式开馆画美术馆正式开馆。。几天下几天下
来来，，前来参观的人并不多前来参观的人并不多，，

““不到不到100100人人”。”。在他眼里在他眼里，，经经
典连环画的绘画技法非常典连环画的绘画技法非常
讲究讲究，，其中有不少是一些美其中有不少是一些美
术大师所绘术大师所绘，，非常值得欣赏非常值得欣赏
和学习和学习。。

他的心愿

舍弃每年 3 万房租，装进 2 万册连环画

家人反对\
夫妻曾为收藏吵架
妻子谅解后却患癌去世

40年来，邓绍光自己也不清楚到底
花了多少钱在他收集的这些物件上。

“几十万吧。”他估计说，“自己喜欢，也
就没去计较。”但作为一个普通的银行
职员，邓绍光的收藏一开始遭到了家人
的强烈反对，妻子甚至和他吵架。“我买
东西（藏品）回来，都是悄悄咪咪的，不
敢让她晓得。”

但是时间久了，妻子知道他唯一的
爱好就是收藏“小人书”也逐渐默许了他
的行为，最近两年一直默默支持他，省吃
俭用。“我逢年过节发给她的红包，她都
没拆。”遗憾的是今年年初，一场意外发
生了。“今年3月底，老婆头晕，送她到医
院检查，结果是癌症，还是晚期，一直没
敢告诉她。”他介绍，3月29日，其爱人在
查出患脑癌，4月5日23点20分左右，病
魔夺走了她的生命。“好不容易把展览弄
好，她还没来得及看！”说到这里，邓绍光
声音哽咽了。

在邓懈儿时记忆里，对于父亲搞收
藏一事，母亲经常会为此唠叨。两年前，
邓绍光开始利用工作之外的业余时间整
理场地、布展，包括邓懈和父亲的很多朋
友，都持反对意见。“他说要在乡下办展
的时候，我们确实不理解。”邓懈坦言，因
为农村人太少，而办展花费还是很大的，
也担心收获不了更好的社会效益。

5月1日，邓绍光的连环画美术馆正
式开馆。这天，儿子邓懈专程从重庆赶回
来，参加父亲美术馆的“开馆仪式”，和朋
友一道从一楼走到三楼，仔细看着屋子
里错落有致的展品陈列。“看嘛，你老爸
给你留了那么多藏品，这些都是财富
呀！”在这个时候，儿子终于真正开始支
持父亲。他表示，有机会的话，将把父亲
的藏品带到重庆，办个展览。

看展览的孩子展品

小镇
美术馆

“弟兄似手足、兄嫂如父母。”强烈的亲情观念，数千年来一
直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

在四川宜宾兴文县麒麟乡，就有一对兄嫂照顾失明的弟弟
25年，不离不弃传为佳话。兄嫂像父母一样，不仅养活了失去劳
动能力的弟弟，还养大了弟弟的养女。

如今，哥哥的儿子成了一名优秀的人民警察，而弟弟的女
儿也将大学毕业，很快会成为一名教师。这对年届五旬的患难
兄弟，仍然像过去25年那样，平平淡淡地生活着。

弟弟矿井打工
遇爆炸事故双目失明

现年52岁的哥哥李能和48岁的弟弟李强是兴文县麒麟乡
新民村四组农民。跟当地很多同龄人一样，兄弟俩没读几天书，
文化程度止于勉强能写出自己的名字。

1990年，23岁的李能已经娶妻成家，按照当地农村的风俗，
长兄李能分家立业，起灶单过。两间土坯房，兄弟俩各分得一间
居住。兄弟之间也就算了断家庭成员关系，彼此没有扶助照顾
的义务，而父母和弟弟李强一起生活。

彼时的李强19岁，为了改善生活条件，李强于1992年前往
贵州金沙县大田乡“望少坡 ”硫铁矿厂务工。1994 年 10 月 22
日，李强务工的矿井突然发生爆炸事故，李强身负重伤，经抢
救，最终脱离了生命危险，但由此却永远失去了自己的双眼，造
成双目失明，成为伤残一级的残疾人。

矿井包工头事发后溜走了。李强被送到当地医院，矿方也
没有通知家人。李能回忆，“事情发生一个月后，才从当地打工
者口中得到讯息。”李能听到弟弟负伤的消息，十分焦心。没有
车、没有电话，李能怕父母伤心过度，也没告诉家人，自己坐车
经泸州叙永，再转道前往贵州金沙县。

等见面时，李能几乎认不出自己的亲弟弟，“他那时不到21
岁，人生才刚刚开始起步，将来怎么过？”

按传统兄弟已分家
哥哥却承担起三人的赡养

4年前分家时，权利、义务分得很清楚：老父亲由长子李能
养老送终，老母亲由次子李强养老送终。可是这场意外打乱了
全家的计划，双目失明的李强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别说赡养
老母亲，就连他自己也无法养活。越来越年迈的父母、残疾的弟
弟，三个人的赡养责任，都落到了哥哥李能的肩头。

25年来，李能一直不离不弃，理发、洗衣、做饭，无微不至，
从一日三餐到生活起居、从衣食住行到挣钱养家，25年的坚持
始终如一。李能起初学会了木匠手艺，农忙的时候务农，农闲的
时候就去做木工活挣点家用。其父母不忍见其辛苦劳累，为了
能够勉强维持这个家，起早贪黑，也累下了一身病。

2004年，李能的父亲在农田干活时突然半身不遂，开始卧
病在床，处于半瘫痪状态。李能到处寻医问药，最终也只能勉强
保持病情不恶化。从此父亲的生活起居不能自理，家中又丧失
了一个主要劳动力，家境变得更加困难。李能忙前忙后，一边辛
勤劳作，一边还要照顾瘫痪在床的父亲和双目失明的弟弟。每
当父亲病情复发，李能就用家中唯一的交通工具——摩托车，
载着父亲去看医生，直至2008年父亲去世。

李强言语不多，但心里同样牵挂着哥哥。哥哥每天出门后，
李强就在院坝里听声音，摩托车远去，他盼着摩托车回来。听到
声音进了院子，他才安心。

新民村支书柳成华说，李能一家在当地确实是一个特殊的
家庭，家里两个残疾人，李能夫妇照顾有加，家庭和和睦睦，从
来没有发生过家庭矛盾，这在当地山村很罕见。

嫂子主动提出两家同住
弟弟也慢慢恢复生活信心

失明之初，李强一度丧失了生活的信心，这让母亲罗金成
看在眼里、痛在心里，终日以泪洗面。时间长了，母亲罗金成也
患上眼疾，成为了“视力二级残疾人”。家里两个残疾人需要赡
养，这更加重了李能和妻子王良容的担子。

但王良容告诉记者，20多年来，她从来没有抱怨过丈夫照
顾弟弟。相反，弟弟刚刚出院回家那阵，因为早已分家，弟弟和
母亲单独生活。“是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才提出来让母亲和弟弟
搬过来跟我们一起生活，方便照顾他们。”25年来，她也是任劳
任怨，支持着丈夫。儿子李鹏飞说，“其实几十年来要说对家庭
的付出，体弱多病的母亲是付出最多的。”

李强在哥哥嫂嫂的鼓励下，也慢慢地恢复了生活的信心，
开始力所能及地做些家务。

为了给哥哥分担责任，李强一遍遍摸索着熟悉家里的环境：
锅灶、碗筷、开关……他慢慢地摸清了家里的摆布，学会了凭声
音、手感做家务，能淘米煮饭、刷锅洗碗。

言行举止转化成家风
让孩子们受益匪浅

1997年的一天，母亲罗金成在自家门口拾到一名弃婴。哥
哥李能考虑到弟弟没有成家，更没子女，干脆将弃婴收养到弟
弟名下做养女，李强也算做了父亲。虽然孩子是弟弟的养女，但
事实上抚养的重任同样在李能和妻子的肩上。加上自己的儿子
李鹏飞，李能夫妻在最艰难的时候，要赡养两个老人和双目失
明的弟弟，还要抚养两个孩子。

对弟弟、老人数十年如一日照顾有加，李能的言行举止慢慢
转化成了家风，让李家的孩子们受益匪浅。2013年，李能的儿子李
鹏飞考进了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公安局，成为了一名优秀的刑侦
民警，并多次获得荣誉；李强的女儿李思婷也即将大学毕业，并已
通过“教师资格证”的各项考试，她立志要做一名人民教师。

“孩子们长大了，我们的苦日子就算到头了，生活会越来越
好。”李能告诉记者，当地政府按照相关政策，将李强父女纳入
农村低保，李强还有残疾补贴，80岁的母亲也有老年补贴，加上
自己夫妻二人勤扒苦挣、节俭持家，生活过得越来越有滋味。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罗敏

弟弟双目失明，兄嫂不离不弃照顾25年

谢谢哥哥，
做了我25年的眼睛

不幸/

责任/

照顾/

家风/

李能兄弟、老母亲和李能的儿子李鹏飞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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尴尬 开馆一周不到100人参观
“从小就喜欢看连环画，印象最深刻的是《鸡

毛信》。”回忆起小时候的事情，邓绍光嘴角不自主
地上扬起来。他介绍，儿时生活可以说是在连环画
中度过的。“当时我们用玻璃把连环画压住，然后
用毛笔在玻璃上勾勒出画里的人物，之后用手电
筒照着玻璃，那个画就像幻灯片一样印了出来，特
别有意思。”

邓绍光说，有人建议他将美术馆建在城里，但“执
拗”的他却选择到龙台镇这个他生活成长的小镇上。
他说，农村缺少美术馆，图书馆，特别是农村的娃娃
们。“希望这里的孩子们能够通过这些经典，了解绘画
和美术以及其中蕴含的优秀的传统文化。”

不过，几天下来，来这里参观的人并不多。“不
到 100 人”，说起这个数字，邓绍光颇为失望。在他
的眼里，这些连环画就是“宝贝”。“连环画在市面
上越来越少，现在的小孩子基本上看不到这些东
西了。”他认为，经典连环画的绘画技法都非常讲
究，其中有不少是一些美术大师所绘，非常值得欣
赏和学习。

支持 父亲的初心非常质朴
“我爸从小培养我的艺术修养，我8岁开始学画，

我目前从事影视行业，也是受到父亲影响。”邓懈
说，因为父亲收藏了“小人书”，这些也成为了他课外
阅读的书籍。邓懈大学毕业后，在重庆从事导演工作
后，他更加理解和支持父亲。

“我父亲认为，乡下的孩子懂不懂并不重要，重
要是让孩子们接受艺术的熏陶，把孩子审美培养出
来。”因为父亲的这份初心，感动了邓懈，父子俩经常
用电话、微信沟通，“他会征求我的意见，我也会给他
一些建议。”

“爸爸初心是非常质朴的，不需要任何回报，他一
直在坚持，这是他的梦想，我希望和他一起把展览办
好。”邓懈也希望当地媒体多宣传，让更多农村孩子来看
展，接受艺术的熏陶。

“现在的娃娃，上网吧、耍手机、打游戏，看到都
痛心。”邓绍光觉得，或许很多人还不晓得这里有个
美术馆，他打算联系农村的一些学校，让老师组织学
生来参观。在他的私人美术馆一楼的门口处，挂着一
个红色牌子——《前言》。上面写着：“让青少年儿童
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使大山里的孩子与大城市
的孩子一样具有分享、零距离见到读到美术馆的知
识和艺术作品，也是本馆的初衷。”

这个五一节，56岁的银行职员邓绍光在德阳市
中江县的龙台镇开办了一个私人美术馆，供乡亲们
免费参观。这个美术馆其实是他自己的宅基地建起
的三层小楼房，这里的藏品达到4万多件，其中“小人
书”就有2万多册。

“现在这些东西在市面上已经很少能看到，我也
希望现在的孩子们来看看，了解其中蕴含的优秀的
传统文化。”他说。实际上从10多年前，邓绍光开始在
心中盘算，想在生活成长的龙台镇开办一个连环画
美术馆。如今10余年的梦想终于实现了，然而开馆一
周时间，总共来参观的还不到100人。

“现在的娃娃，上网吧、耍手机、打游戏，看到都
痛心。”邓绍光觉得，或许很多人还不晓得这里有个
美术馆，他打算联系农村的一些学校，让老师组织学
生来参观。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明平

部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从事导演工作后
我更能理解父亲
儿子：希望和他一起把展览办好

邓绍光介绍自己的展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