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录城市发展历程
留下蕴涵其中的人文痕迹

“《重庆城市发展三部曲》其实就
是‘母城’影像三部曲。”重庆市地方
史研究会会长周勇说，渝中是重庆的
母城，十八梯、化龙桥、朝天门是母城
城市改造的三大片区。

策划团队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时
代的契机，用影像的方式再现了母城
渝中的城市形态从传统走向现代的
关键几步——《再见 十八梯》侧重呈
现摄影师作品的影像记录与表达，
《你好 化龙桥》是对工厂档案影像的
重新解读，而《永远 朝天门》则聚焦
于用影像对城市历史宏大叙事的重
构。它们共同记录了城市发展历程，
也为后人留下了蕴涵其中的人文痕
迹。

在《再见 十八梯》一书中，出现
了老巷里生火做饭的老人、梯坎上剃
头的师傅、沙发上嬉戏玩耍的孩子、
走街串巷的商贩、群租房的租客，还
有诊所、面摊等活色生香的场景。

在《你好 化龙桥》一书中，上世
纪七八十年代的气息扑面而来。国
有企业职工们的工作、娱乐和生活场
景生动而鲜活：车间里师傅带着学徒
正在操作机床、优秀职工们戴着大红
花在表彰大会上领奖、青年男女手拉
手在联欢会上跳交谊舞、工厂空地上
热火朝天地举行拔河比赛。

在《永远 朝天门》中，收录了朝
天门以及周边地区的城市风貌老照
片，例如，禹王宫（今湖广会馆）、乡贤
祠（属原江南会馆）、重庆的文星阁
等。它们中多数已消失在历史的长
河之中。

周勇认为，这些影像是中国与西
方、历史与现实、专业与民间的对话，
共同构成了转型时期重庆母城的特
殊面相。也把重庆本土文化推上了
国际大舞台，实现了重庆与世界的交
流互动，推动了“影像”这种“重庆记
忆”新形态的诞生。

“城市发展是必须的，城市改造也
是不可避免的，在此过程中传统与现
代，历史与未来应当和谐共生。”重庆
知名历史文化学者何智亚称，从上世
纪八十年代至今，城市的面貌与风格
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城市高
速发展中，如何保护和保留城市自身
特色，留下城市的记忆,让城市历史文
脉不断、传承后人，这是政府的职责，
也是每一个市民的义务。

为老照片赋予新生命
一个成功的城市文化推广案例

“这三本书记录了历史，并为那
些老照片赋予了新的生命。”连州国
际摄影年展总监、创始人段煜婷称，
《重庆城市发展三部曲》从影像的角
度、从不同的层面梳理了重庆这座城
市的历史文脉。“例如，通过《你好

化龙桥》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年代一个
工厂的真实面貌，它就是一个大社
区，医院、学校、俱乐部等样样俱全；
也看到了一个历史时期重庆人、中国
人的生活状态，个人的命运就和这座
城市的命运、国家的命运结合起来
了。”

此外，段煜婷还认为，《重庆城
市发展三部曲》出版画册和举办展
览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城市文化推广
案例。通过展陈的方式，对资料重
新组合，引导观众和读者重新认识
重庆的文化和历史。在潜移默化之
中，把城市的魅力传播出来，让人们
感受到艺术之美的同时，感受到知
识的启迪，这本身就是城市营销的
最好方式，“这是献给重庆的最好礼
物。”

据悉，《重庆城市发展三部曲》举
行展览时，都在当时引起了轰动并引
发市民持久的热议。2015年 9月，

“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再见 十
八梯》影像展在重庆美术馆举行。当
时的参观人数，创了重庆美术馆展览
的新高。人们结伴前来，寻找有关时
间的印迹，感叹城市的巨变和生活的
美好。

城市如同一个有机生命体
要不断生长发育和有机更新

“通过《重庆城市发展三部曲》我
们可以看到，城市有如一个有机生命

体，总是要不断地‘生长发育’，不断
地‘有机更新’。”重庆市设计院院长
徐千里认为，城市的本质是人类聚居
生活的场所，其核心是为人的生活服
务，因此城市中承载和服务于市民生
活的“城市公共空间”就不是单纯的
物理空间概念，而应该成为一种生机
勃勃的社会场所——“人的场所”，它
们同时蕴含着社会、经济、历史、人文
等要素。在城市发展过程中首先需
要弄明白的是，什么样的城市才是真
正好的城市？什么样的城市才是公
众真正需要、真正喜爱的城市？由此
我们才能够进一步深入地讨论什么
东西需要我们真真切切地去保留传
承，什么东西应当与时俱进地去发展
变化。比如我们对历史文化街区的
保护，并不等于原样静态地保存，不
应该是为了保护而保护，历史文化街
区的保护利用要能够容纳当今人们
的现实生活。

由此，徐千里谈到，历史文化街
区的建设对城市文化的贡献是很大
的。成都的宽窄巷子，杭州的南宋御
街，广州的永庆坊，上海的新天地、田
子坊、上生新所，以及重庆的中山四
路等不仅聚集了人气，还给城市带来
了活力。所以，要树立城市发展是一
个不断新陈代谢、有机更新的过程的
观念，把城市的有机更新——包括历
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和利用——当作
一项常态化的工作，或者说事业去看
待和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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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专家表示，《重庆城市发展三
部曲》就是一部浓缩的重庆记忆。
那么，《再见 十八梯》《你好 化龙
桥》《永远 朝天门》记录了什么？
为什么会有这三本书？翻开这三本
书我们能否读出不一样的味道？为
此，重庆日报记者进行了采访。

《再见 十八梯》
打开记忆宝库的钥匙

“对于重庆人来讲，十八梯是一
座色彩斑斓的记忆宝库，《再见 十
八梯》则是打开这座宝库的钥匙。”
《重庆城市发展三部曲》影像展的策
展人、影像展画册的发起者戴伶告
诉记者，“在2010年重庆启动十八
梯片区改造工作前，我们便萌生了
记录十八梯的念头。”

戴伶称，作为重庆母城渝中区
连接上半城和下半城的通道，十八
梯繁华一时，不同的人对它有着不
同的解读。不过，随着城市的发展，
它逐渐成为城市发展相对滞后的区
域，与一街之隔的解放碑形成鲜明
的对比。几代十几口人挤在几十平
方米的老房子里，外来人口已经超
过了50%，改造前的十八梯已变成
了一个落脚地。

在当地群众心里，对十八梯自
然有着另一种期待。2010年，在“十
八梯人的十八个梦想”新闻访谈节

目中，人们道出了心中的愿望——老
人们希望能遮风避雨，再有个厕所
就够了；孩子们希望有一间宽敞、安
静的屋子；巡防队员希望尽快改造，
这样会更安全、更舒服。

一边是民众的期盼，一边是挥之
不去的记忆和乡愁。如何两全其美？
戴伶说，一位陌生摄影师的一句感叹，
让她决定为十八梯做一个展览。

戴伶回忆，一天，一位背着相机
的摄影师走进十八梯。“哎，好可
惜！”摄影师自言自语感叹了一句，
但接着话锋一转：“确实也该改造
了，住在这里太具体了。”

摄影师无心的一句话令戴伶备
受启发：城市的发展顺应了人们的
期盼，城市的文脉却不能中断。为
什么不做个影像展览，留住人们的
记忆呢！

于是，戴伶广发邀请，摄影发烧
友、市内外著名摄影家、文史专家，
纷纷加入。“我们收集了数千张照
片。”戴伶介绍，那些照片内容丰富，
不仅记录了十八梯各种特色的建筑
风貌，更表现了十八梯老百姓的各
种生活状态。

“2015年展览结束后，我们便编
写了《再见 十八梯》影像展画册，此
后一发不可收拾，每年一个展览出
一本书，就有了如今的‘三部曲’。”
戴伶说，在《再见 十八梯》影像展
画册封底还放有一本《十八梯新客

厅》小册子，“我们随机抽取了120
个家庭，专门请摄影师拍摄了十八
梯搬迁居民的全家福。他们是城市
发展的见证者、贡献者，以此向他们
致敬和祝福。”

《你好 化龙桥》
新城市和老工业的对话

“化龙桥和工业文化息息相关，
《你好 化龙桥》是新城市和老工业
的一次对话。”《你好 化龙桥》影
像展执行策展人、青年摄影师王远
凌表示，化龙桥的工业发展可以追
溯到抗战时期，一些内迁工业企业
纷纷在此落户。上世纪80年代越
来越多的工业企业在化龙桥一带，
鼎盛时，那里有200多家工业企业，
被称为人人羡慕的“企业一条街”。

包括重庆红岩汽车弹簧厂、重
庆特种电机厂、中南橡胶厂、博森电
器厂、卡福公司等著名企业的旧时
影像，被收录进《你好 化龙桥》这
本书里，里面大大小小的老照片有
700余张。

“这些资料来之不易。2016年，
我们着手收集展览资料的时候，新
建的化龙桥片区已经成型，曾经的
工厂大多已经停产、转制，想找到相
关资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王远
凌回忆，那时，他拿着介绍信，跑遍
了当年在化龙桥的老牌国有企业。

其中，王远凌对博森集团（当年
在化龙桥的博森电器厂）印象深
刻。在该企业档案管理工作人员的
帮助下，王远凌找到了多年无人问
津的档案柜，里面的档案影像资料
被整齐地摆放在一个一个的牛皮卷
宗里，种类齐全。

“那些档案材料被很好地保存，
时间跨度从上个世纪50年代一直到
化龙桥整体搬迁前。有的是照片，有
的是底片，有的是文字。”王远凌说。

特别有趣的是，里面有一组工
厂产品推广会的照片，年轻时尚的
男女青年摆出各种姿势，为新生产
的大型设备零部件当模特。“从这组
照片不但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后国
企积极转型，主动面向市场的尝试，
也能看出上世纪80年代重庆人对
美和时尚的认识。”对此，王远凌特
别钟爱。

地道的重庆人、国家一级文学
编辑赖永勤看完《你好 化龙桥》后
连连赞叹：“这些老照片记录了几十
家曾经在化龙桥的国营企业的状
况，代表了上世纪工人群体记忆的
影像，如今这些企业大多已不存在，
显得尤为珍贵。”

《永远 朝天门》
讲述开埠以来重庆发展历史

作为《重庆城市发展三部曲》的

终篇，《永远 朝天门》用700余张经
典图文讲述了以朝天门为代表的重
庆，从近代开埠以来的城市发展历
史，折射出重庆从封闭走向开放的
时代命运。

“‘十八梯’讲人，‘化龙桥’说
事，‘朝天门’是魂。”戴伶说，书中近
90%的照片由外国人拍摄，最早一
组可以追溯到1872年英国人约翰·
汤姆逊拍摄的三峡和巫山，其中风
箱峡、青滩、江岸人家等照片清晰、
生动地反映了100多年前峡江的风
景和人文景观。据悉，这是迄今关
于重庆最早的影像记录。

通过这本书还可以触摸川江
航运发展的历史，例如第一艘到
达重庆的蒸汽轮船、川江上第一
艘失事的轮船、第一艘到达重庆
的军舰等。

这些珍贵的照片均是戴伶等人
想尽一切办法，从英国布里斯托大
学中国历史照片研究中心、法国尼
埃普斯摄影博物馆、瑞士摄影基金
会、玛格南图片社等世界各地的文
化机构搜集而来，以期追溯尽可能
早的重庆历史。

执行策展人王远凌团队还请来
了外国摄影师参与拍摄记录当下朝
天门。比如，一位来自法国的摄影
师拍摄了一组名为《奔跑吧 棒棒》
的纪实照片，其跟拍在朝天门做了
20年“棒棒”的李文银，记录下了
李文银通过自己的努力在朝天门
附近买了房、成为真正的城市人的
故事。

“十八梯”讲人“化龙桥”说事“朝天门”是魂
本报记者 匡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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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城市发展重庆城市发展三部曲三部曲》》留下了什么留下了什么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匡丽娜匡丽娜

今年8月，《重庆城市发展三部曲》影像展画册获得2019第
八届大理国际影会“金翅鸟最佳出版物提名奖”。

该画册由同名展览作品编撰而成，由《再见 十八梯》《你
好 化龙桥》《永远 朝天门》三本书组成，内容包括从数万张照
片中精选的2000余张珍贵照片、数百份档案资料，以及部分参
与者和亲历者的口述资料。

专家认为，它们忠实地记录下了重庆这座城市的变迁过程

和生活在这座城市中的人们的生活状态，追溯我们的来路，探究
我们的去路。

《重庆城市发展三部曲》影像展画册为什么能获奖？它给了
我们怎样的启示？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我们该如何处理城市自
身成长和文化传承之间的关系，如何将文化融入城市“更新”中，
为城市注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对此，重庆日报记
者采访了我市部分历史文化、城市规划建筑等方面的专家学者。

朝天门缆车朝天门缆车

工厂里的集体活动。

吃火锅的年轻人。

在化龙桥举行的拔河比赛在化龙桥举行的拔河比赛。。 禹王宫禹王宫（（今湖广会馆今湖广会馆））

本版图片均由《重庆城市发展三部
曲》展览主办方提供

改造前的十八梯老街。

▶《重庆城市发展三部曲》书封。

改造前的十八梯老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