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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山里的全家福
□ 本报记者 王兆锋 本报通讯员 赵永斌

4月7日，从四川省西昌市出发，赵明开始
了进入大凉山的行程。他先从西昌坐大巴到县
城，再从县城坐面包车到村里，一直到没有路
的地方，再下来步行。遇上天气不好，走四五
个小时的山路是家常便饭。经常走山路，他的
脚上裂出了大口子。

眼前这条只有三米宽的公路，从今年春节
到现在已经发生了6起车祸，有的车辆直接栽进
了旁边的百米悬崖。

“这趟出门，我可是买了两份保险。”赵
明故作轻松地调侃着。虽说这条路他已走过多
次，但每次进山仍是心有余悸。

此次进城办事回来的赵明，今年元宵节刚
过便来到大凉山。原计划初六、初七就从山东
老家返回凉山，但母亲的气管病一直未愈，他
不得不推迟了归期。连续两年，他都是在凉山
大山里过的春节。每年也只有这短暂的数天，
外出打工的村民才会返回凉山，凑齐一张全家
福。

一次次冒着生命危险翻山越岭，只为给凉
山村民拍一张完整的全家福。这个听上去有些
疯狂的“山村照相馆”计划，正是这个24岁的
吉林动画学院传媒学院摄影专业大四学生践行
了3年的梦想。

PS过的“全家福”

他让只在课本上见过北京天安门的孩子
们，站在印有天安门的幕布前拍照。“在他们
心中，天安门是一个神圣的存在。但事实上，
他们去过最远的地方只是县城。”

每到赵明给山民拍全家福的这一天，便是
村子里喜庆的日子。只要村干部在广播里一
喊，爱美的女人们便换上彝族传统服装，好好
梳妆打扮一番。男人们或骑着马或牵着牛，高
高兴兴地聚集在土坯房前。孩子们更是满脸欢
笑，又蹦又跳，如过大年般高兴。有的山民甚
至会把家里特殊的“成员”——— 马或者小羊拉
进镜头。拍完全家福后，还常有老人特意换上
寿衣，希望赵明给他们拍一张“老人像”（遗照）。

每当这时，赵明就会想起已故的奶奶。出
生在高唐县琉璃寺镇小屯村的赵明，和奶奶的
感情很深。大一开学第一天，家中传来奶奶去
世的噩耗，他哭成泪人。

“高二时我就开始接触摄影，学摄影那么
久，竟没有一张和奶奶的合影，这是我一辈子
的遗憾。”赵明哽咽着说。这个遗憾扎成的心
结，在他的心里久久解不开。

“绝不能让我的遗憾成为别人的遗憾。”
2013年暑期，赵明第一次来到凉山州雷波

县谷米乡小学支教，大凉山的贫穷落后让他震
惊。他发现凉山人家里几乎没有照片，更别说
全家福。

“拍张照片，得走七八个小时才能到县
城。当地50块钱一张的照片，对山里的村民来
说是件极奢侈的事。”赵明说。

“有一户人家拍了一张全家福，把它装裱
在门框上。我一看，才发现这张全家福只有头
是真的，其他的背景和服装都是假的。”原
来，由于这家人穿的衣服有些脏，照相馆便把
他们的头部抠出来，下身PS上华丽的新衣，站
在绿树微风的美丽背景前，怪诞而心酸。

这张PS的照片刺痛了赵明的心，他萌生了
利用自己的专业特长，为山民们拍摄全家福的
想法。

为了帮村里的夫妇圆一个浪漫的梦，他特
意买了两套婚纱，给村民拍起了婚纱照。结婚
52年、年近七旬的赵玉洁老人，拍完婚纱照激
动得热泪盈眶：“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穿婚
纱，也是最后一次穿婚纱。有这张照片，俺一
辈子值啦！”

他让只在课本上见过北京天安门的孩子
们，站在印有天安门的幕布前拍照。“在他们
心中，天安门是一个神圣的存在。但事实上，
他们去过最远的地方只是县城。”很多村民也
会来拍照，拿着照片去别村显摆，而别村人甚
至看不出真假，以为真的到了北京。

让赵明印象深刻的是一个9岁的小女孩，她
没上学，数数字只能数到50多，中间还数错好
多，只会唱一首儿歌《两只老虎》，这些全是
上四年级的哥哥教给她的。当小女孩面对镜头
说我想上学的时候，取景器后面的赵明，眼泪
止不住大颗大颗地滚落下来。

“我所拍摄的所有照片中，这张孩子们光
着小脚丫、站在天安门幕布前笑得特别灿烂的
照片，是我最喜欢的一张。”看着照片，赵明
脸上露出了孩子般的笑容。

从2013年暑假开始，赵明8次进山，为500多
个贫困家庭拍了1000多张全家福和5000多张照
片，免费送出照片6000多张。这些看似微不足

道的照片，温暖了大凉山的多个家庭。

照片里的生老病死

拍全家福本是件温暖的事，但如影随形的
无力感却常常折磨着赵明。一位11岁的小男
孩，拍照当晚发病，第二天早上就永远走了，
赵明拍的这张全家福，成为其家人最大的安慰

第一次去凉山拍照时，赵明特地扛来了一
台打印机。可到了才发现，这里还没有通电，
这让他傻了眼。

为了让村民尽快拿到照片，赵明先后卖掉
两台心爱的相机、一个胶片机，买了一部拍立
得，每拍一张照片3块钱的成本，他全部免费送
出。

看到村民们高兴地拿到照片，是赵明最开
心的事儿。一次，赵明到田里，给一位正在收
萝卜的老乡送照片。这位老乡擦干手上的泥
巴，小心地捏着照片的边角，像捧着一件珍
宝，高兴的不得了。

照片拍好后，不少村民会精心装裱起来，
摆在家里最显眼的地方。没钱装裱照片的人
家，会用布、手帕把照片层层包裹起来，当做
珍贵的礼物小心翼翼地保存。

他在深山里常常一待就是一两个月，时间
久了便和山民建立了亲人般的感情。“很多村
民在拍照后，硬留我吃饭，杀了小猪和公鸡给
我吃，不吃他们不高兴。而他们，平时是很少
舍得吃肉的。”赵明说。

拍全家福本是件温暖的事，但如影随形的
无力感却常常折磨着赵明。他曾给一户人家拍
了全家福，等他再来时，这家其中的一个孩子
已经不在了。他还拍过一个准妈妈，几个月
后，当他兴冲冲地再去拍其孩子出生后的第一
张照片时，见到的却是这位伤心的母亲在哭
泣，因为她的宝宝已经夭折了。一位11岁的小
男孩，拍照当晚发病，第二天早上就永远走
了，赵明拍的这张全家福，成为其家人最大的
安慰……

除了面对死亡，还得面对疾病。寒假里在

一所学校拍照时，一个女孩子突然倒在地上抽
搐，脸色发黄，口吐白沫，眼里涌出泪水。可
能是癫痫病犯了。她手里还紧紧地抱着几本
书。“我离她很近，就是不知道怎么帮她，只
能看着她掉泪。我去喊老师，老师说是老毛病
犯了，用一个碗盛水给孩子喝，这就是所谓的
药。我忘不了孩子的眼神，不是敌视，不是生
气，而是空洞、麻木和绝望。我什么都帮不了
她，想想自己真是无能！”说起此事，赵明的
眼睛湿润了。

在山里感到压抑时，赵明就跑到山顶有信
号的地方给父母打电话，他不敢说山里的生活
有多苦，只是想听听父母的声音，声音里有家
的温暖和气息。打着电话，他往往泪流满面。

除了“照相馆”，还有“电影院”

拍摄全家福只是赵明计划中的第一步，未
来他还想将影像和公益结合在一起，用照片、
文字和视频讲述深山里的故事

“除了给他们拍摄全家福，我还能为他们
做些什么？”赵明说，他翻山越岭进山，还想
为山民们送去更多的温暖。

“看电影喽！”一个夜晚，孩子们兴奋的
叫声打破山区夜色的宁静。他们追逐着、嘻笑
着，兴高采烈地来到村里的电影演出现场。

为村民义务放电影是赵明想到的新创意：
“凉山村落里刚刚通电，很多孩子和老人还从
来没有看过电影。”他说，他要帮这些老人和
孩子圆一个电影梦。

去年12月，赵明带着投影仪和幕布来到大
凉山，白天他为村民拍摄全家福，晚上给孩子
们播放动画电影。《大圣归来》、《小黄人大
眼萌》、《熊出没》……到目前，已放映了30
多场。

没有爆米花和可乐，大山里的乡村电影，
让老人和孩子看得津津有味，赵明觉得所有的
辛苦都特别值。

“8次进山为村民拍全家福的经历给我的最
大触动是让我懂得了感恩。”赵明说，“与山

里的人比，我的生活是多么的幸福，我很感
恩，很知足，不会去患得患失。”

赵明的感恩行动，化作志愿服务领域的不
断扩展：他借助腾讯乐捐的平台上发起专项募
捐，目前已募集善款近10万元，用来改善大凉
山孩子的学习环境。

今年1月8日，2015年度全国大学生主题摄
影大赛奖项揭晓，赵明一举夺得一等奖。拍摄
全家福只是赵明计划中的第一步，未来他还想
将影像和公益结合在一起，用照片、文字和视
频讲述深山里的故事。他说要趁年轻再多闯
闯，传递正能力，不让青春虚度。“尽管我的
公益行动影响微弱，但却用点滴星火照亮大山
里村民的生活，仅此一点，我就感觉特别有意
义。”

“每次进山都是一次修炼”

山路陡峭，一不小心就会摔跟头。“每次
摔倒最担心的不是自己，而是相机，生怕有什
么闪失，不能给村民们照相了。”赵明说

虽然时时牵挂着大凉山的乡亲，但对赵明
来说，“每次进山都是一种考验，一次‘修
炼’。”

每次去凉山，赵明从学校所在地长春出
发，需要辗转换乘好几趟火车才到凉山彝族自
治州的首府西昌。为了省钱，他都是买硬座
票，50多个小时的路程下来，下车时站都站不
起来，下了车腿发软，好一阵子才能适应过
来。

然后再踏上进山的路，一不小心就会跌进
万丈悬崖。“随着大巴车行进，很多路段被暴
雨冲下来的巨石损毁了。对面山上不停有泥石
流的轰隆声，当时我的腿都在发软。”回忆起
第一次走进大凉山，赵明至今还心有余悸。

山路陡峭，一不小心就会摔跟头。“每次
摔倒最担心的不是自己，而是相机，生怕有什
么闪失，不能给村民们照相了。” 赵明说。

有一年冬天下大雪，为了走近路，老乡带
着他走一条废弃的、悬空的桥：桥大概宽一米

五，木桩全松了，桥下是湍急的河水，令人心
惊胆寒。到目的地后，赵明浑身是泥，吓出了
一身汗。

除了行路难，赵明还要经历“九九八十一
难”：一次在火车上，他钱包被偷，身上只剩
20多块钱，窘迫的他只好给姐姐打电话求助；
山里非常冷，当时只有一双雨鞋的他，脚上最
多时穿了7双袜子；在海拔3000多米的山里拍
摄，晒黑之后的皮肤经常爆皮，直到一层一层
地晒透了才算完；最难熬的是冬天，每天晚上
钻进睡袋里冷得瑟瑟发抖，有一次睡在三条板
凳搭起来的床上，睡觉时必须把棉服套在头
上，保暖内衣的袖子系在一起套在脚上；由于
饮水不净，经常拉肚子。没有水洗脸，更别提
洗澡了……

“我以前看对徐本禹的报道，说徐本禹支
教时，一次回城里，洗澡洗了一个多小时，当
时很不理解为什么洗这么长时间。现在终于理
解了。”赵明说。

尽管条件非常艰苦，但老乡们的温情让他
特别感动和留恋。在大凉山，赵明曾住在一户
村医家里。房东夫妇把他当作亲儿子看待，临
走前恋恋不舍地对他说：“还是不要走了，你
走了就不好耍了。”

“很多老乡都认我当‘干儿子’，每当看
到他们因为一张照片而全家欢喜的幸福瞬间，
都让我感到做这件事很有意义，再难再苦也咬
牙坚持下来。”赵明动情地说。

“最珍贵的礼物”

在山里呆得时间久了，回到城市里，赵明
有一种生疏感、恐惧感。面对恐惧，他独特的
排遣方式就是去献血，“我已义务献血8次，累
计2700毫升……”

漫漫公益路，赵明走得艰辛但坚定，也带
动起不少志愿者的参与热情。但这条路的艰难
困苦又让一些人望而却步，令他也有了一种深
深的孤独感。从开始去凉山起，3年来至少有
100多个人对他说过这样的话：“下次去凉山一
定要叫上我。”但最终却没人跟他同行。他听
得最多的理由无外乎是：要去考驾照，要去旅
游。

也有人质疑：你这样做的意义在哪里？是
不是作秀？“就是一些合影，没有多少价
值。”就连一些打工回村的山民也在怀疑，拍
合影对他们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这些，都让
赵明在举起相机时更慎重了。

在山里呆得时间久了，回到城市里，赵明
有一种生疏感、恐惧感。“有一种莫名其妙的
害怕。”面对恐惧，他独特的排遣方式就是去
献血，“我已义务献血 8 次，累计 2 7 0 0 毫
升……”压力大的时候，赵明也会点上一支
烟，但他不会抽，点着吧嗒几口就扔了。

有一位老人，在赵明给她拍照3天后就去世
了。为此，赵明就经常到县城冲洗照片，好让
山民们尽快看到照片。县城有3家冲洗点，其中
2家是同一个老板。得知给山民拍照的事后，老
板说赵明是神经病，并借机抬高价格。这让赵
明深感无奈。

尽管如此，他却从未动摇自己的信念。
“也许，我拍照，改变不了山里人的生活，改
变不了孩子们的命运，但我毕竟给他们带来了
欢笑。几年来，我见证了大凉山的太多变化：
一些村子从无电到有电，一个又破又烂的学校
建起了新校园，学生也吃上了营养餐……就算
将来参加工作了，我也要一如既往地关注这
里，这是我的第二故乡。”

但公益的成就，仍抵消不了对家庭、父母
的亏欠。

今年直到大年初二，赵明才从凉山匆匆赶
回老家。借着酒，父亲对他说了几句话：“除
夕夜你没回家，你妈想你都想哭了！”说完这
话，父亲强忍泪水，借故出去洗脸。

望着日渐苍老的父母，赵明内心阵阵绞
痛，暗下决心明年除夕一定回家过年。

今年赵明就要大学毕业了，他的前途成了
父母最挂心的事儿。母亲一直唠叨着让他找份
安稳的工作。看着儿子一心扑在大凉山，父亲
忧虑地说：搞公益我不反对，但也要先把事业
家庭稳定下来，强大自己才能帮助别人。“你
的同龄人很多已经娶了媳妇还要了二胎，在家
日子过得挺滋润。”

尽管父母对他的担忧有一定道理，但他始
终放不下大凉山淳朴的乡亲们。凉山一对年近
八旬的老夫妻的话令他特别感动：“如果你不
来给我们拍照，我们的子孙后代就永远看不到
我们长什么样了。这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最珍
贵的礼物。”

（本稿亦参考《三联生活周刊》）

为了这个听起来有些疯狂的“山村照相馆”计划，90后大学生赵明3年8进大凉

山，连续两年在山里过春节，因为每年也只有这几天外出打工的村民才会回家……

左上：赵明（右）与穿着彝族传统服装的村民在大凉山里合影。
左下：赵明为山民赵英福和黄招弟夫妇拍摄的婚纱照。
右上：赵明为大山深处一户人家拍摄的全家福。山民们把家中特殊的“成员”——— 小羊

也拉进镜头。
（以上图片均由赵明本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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