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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着对梦想的不懈追求! 孔龙震最

终实现了画画的梦想"

孔龙震从一个卡车司机到职业画家的

经历 ! 受到多家媒体的关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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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孔龙震登上了腾讯网 #中国人的一天$

版块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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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中央电视台在厦

门为孔龙震拍摄了公益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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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凤凰卫视在厦门为孔龙震拍摄纪录片

&与梦想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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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厦门电视台

&十分关注' 栏目为孔龙震拍摄了纪录片%

今年! 他又被中央电视台确定为 #十个有

梦想的中国人$ 之一%

#目前! 我接到丹麦一家画廊的邀请%

明年
#

月份! 我的画作将在丹麦展出%$ 谈

到下一步的打算! 孔龙震讲! 以后! 他将

把更多精力投入到研习绘画艺术中! 实现

自己的人生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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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记者 张洪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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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

岁辍学!

+(

岁到厦门打工"

他!当过酒吧服务员!开过出租车!跑过长途货运"

他!在驾驶室里画画!从卡车司机成为一名业余画家"

他!被瑞典籍华人艺术家收为弟子!并成功与厦门一家画廊签约!实现

了从卡车司机到签约画家的转变"

他!受到厦门当地媒体和香港凤凰卫视的关注# 今年!他又被中央电视

台确定为$十个有梦想的中国人%之一"

他!就是太康县芝麻洼乡孔寨村村民孔龙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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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

岁的孔龙震出生在太康县芝麻

洼乡孔寨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 和其他

父母一样! 孔龙震的父母也有望子成龙的

梦想% 孔龙震考上大学! 走出农村! 是父

母最大的心愿%

由于没有受到任何学前教育! 年幼的

孔龙震对上学没有好感%

%

岁时! 孔龙震

被父母送到孔寨小学上学% 父母原本希望

儿子从此走上希望之路! 但没想到儿子认

为到校后失去了自由而不愿上学% 孔龙震

经常躲在家里不愿上学% 最后! 校长来到

孔龙震家! 硬把他拉回学校%

#当时对我来说! 上学是一种痛苦% 我

根本学不会任何知识%$ 孔龙震说! 到学校

后! 他对学习仍然没有任何兴趣% 唯一能

引起他兴趣的是课本上的插图% 第一眼看

到那些图画! 他就眼前一亮! 被那些漂亮

的插图彻底吸引了%

别的孩子上课时都注意听讲! 孔龙震

却把注意力放在了那些插图上% 他经常在

课本上描摹图画! 并在作业本上随意涂鸦%

由于学习成绩不好! 孔龙震只得留级% 为

此! 他没少挨父亲的揍% 由于他总在课本

上画各种奇思怪想的东西! 往往一个学期

还未过半! 他的所有课本就被涂得面目全

非了% 学习成绩虽然不好! 但也有让孔龙

震感到自豪地方! 那就是学校里没有人比

他画得好 % 为此 ! 有些同学称他为 #画

家$% 这让孔龙震认为! 他天生就适合画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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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画得好!但孔龙震一直没有机会专

门学习画画%相反!由于功课差又逃学!初中

一年级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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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孔龙震和父亲吵了一架

后离开学校!彻底放弃了学业%此后!他开始

外出打工挣钱%

#那时候!几乎所有人的梦想都是挣钱(

当大款!我当然也不例外% $孔龙震说!为了

挣钱!儿时的画画梦想!只好放弃%

孔龙震来到北京! 在酒吧当了一名服

务员% 后来! 他回到老家打工% 由于在老

家打工每月只挣
$""

元钱! 他决定再走出

家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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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那年! 在老乡的介绍下! 孔龙

震来到厦门! 在饭店当服务员% 之后! 他

一边打工! 一边考驾照% 拿到驾照后! 他

就帮别人开出租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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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孔龙震结婚后借钱买了一辆

卡车!在厦门跑起了长途货运% 原本希望多

挣点钱!但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让他的希

望破灭了%一次!他从郑州往厦门送水果!路

过福建漳州龙岩一个#魔鬼路段$时!刹车突

然失灵!货车一直往下冲%就在绝望之际!孔

龙震突然看到前面有一个警示牌!提示前面

有两公里的避险车道% 最终!孔龙震成功避

险% 卡车上的人安然无恙!可借钱买来的卡

车却报废了%

经历了这次车祸!孔龙震对生命有了重

新的思考和认识% #那一刻!金钱成了浮云!

短短几分钟让我感悟到人生无常!有梦想就

去实现吧!别再等了% $于是!画画的梦想又

出现在他的脑海里!学习画画的念头也变得

愈发强烈% 从此!孔龙震决定重拾画画的梦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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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借钱买的卡车报废了! 孔龙震不

得不打工还债% 此后! 孔龙震为别人开卡

车! 当起了卡车司机% 为了学习绘画技巧!

孔龙震经常在旧书店和地摊上买画册! 从

最基本的素描练起% 同时! 为了有充足的

时间画画! 他把画板和画笔放在驾驶室!

开车累的时候! 就把车停在路边! 一边欣

赏沿途风景! 一边画画%

晚上回到在厦门的出租屋! 孔龙震经

常琢磨画画到深夜% 对此! 妻子对他有些

意见! 认为画画的费用也是一笔不小的开

销! 一家人还住在出租屋内! 要他放弃画

画% 最终! 妻子拗不过执着的孔龙震! 同

意他继续画画%

经过不懈努力! 孔龙震的画作得到许

多人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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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孔龙震将其画作摆

在厦门大学的沙滩上展出% 这次展出吸引

了媒体的注意! 也完成了他人生中第一次

个人画展% 之后! 孔龙震又陆续参加了一

些画展 ! 不少作品被收藏者收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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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孔龙震拜瑞典籍华人艺术家王彤先生

为师 % 目前 ! 孔龙震与厦门一家画廊签

约! 成为一名正式签约画家! 实现了当年

的梦想%

萌生画画梦想

遭遇车祸后重拾梦想

为了梦想执着拼搏

成为!最有梦想中国人"

孔龙震

绘画中 绘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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