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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一次走进大山见到乡亲们，
24岁的吉林动画学院传媒学院摄影
专业大四学生赵明难掩激动。

从2013年暑假开始，他八次进
山，其中六次走进大凉山，给山民们
免费拍摄全家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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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
用筹集到的善款关爱孩子们。

一个遗憾成就四年爱的坚持

出生在高唐县琉璃寺镇小屯村
的赵明从小就是个孝顺孩子。大一
开学第一天，家中传来奶奶去世的
噩耗，他哭成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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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遗憾扎成的心结在他的
心里久久解不开。

一个偶然的大凉山之行，让他
走上弥补这份遗憾的爱心之旅。

第一次走进大凉山，原本是10

人约好到四川省凉山州雷波县谷米
乡小学支教，却因为暴雨取消，但赵
明还是只身坐上了进山的车。就是
此次进山，让赵明知道了大山深处
的艰苦，得知很多家庭从未拍过一
次全家福，使他萌生了用自己的专
业特长为山民拍摄全家福的想法。

为了筹集经费，让村民尽快拿
到照片，赵明先后卖了三部心爱的
相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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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给山民拍全家福的这一

天，是村子里最喜庆的日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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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山民甚至
会把家里特殊的“成员”——— 马或
者小羊拉进镜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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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此
刻，赵明总会想到去世的奶奶，心
里有种说不出的酸楚。

他还特意买了两套婚纱，给村
民拍起婚纱照。年近七旬的赵玉洁
老人拍完婚纱照激动得热烈盈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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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名9岁的小女孩面对
镜头说我想上学的时候，取景器后
面的他眼泪大颗大颗地掉下来。

在拍摄全家福的过程中，他见
证了很多生老病死，更加体会到拍
摄全家福的重大意义。他曾给一户
人家拍了全家福，等他再来时，其
中的一个孩子已经去世；他还曾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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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的却是这位母亲
的哭泣，因为孩子已经夭折了……
“除了给他们拍摄全家福，我还能
为他们做些什么？”赵明说。

每次进山都是一种“修炼”

“对于我来说，每次进山都是一
种考验，一种‘修炼’。”他说。

首先是行路难。每次去凉山，
他需要从学校所在地长春出发，辗
转换乘好几趟火车才到凉山首府西
昌。从西昌坐大巴车到县城，再从
县城坐面包车到村里，开到没有路
的地方再下来步行。遇上大雨只能
步行，走上四五个小时是家常便饭。

路况难走，一不小心就会跌进万
丈悬崖。“眼前是只有三米宽的公路，
很多路段被暴雨冲下来的巨石损毁。
对面山上不停有泥石流的轰隆声，我
的腿都在发软。”回忆起第一次走进
大凉山，赵明至今心有余悸。

尽管每次都是冒着生命危险进
山，但为了能给村民拍上全家福，
他都奋然前行。“这趟出门，我可
是买了两份保险。”他故作轻松地
调侃为自己打气。

除了行路难，他还要经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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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
好给姐姐打电话求助；山里非常
冷，他脚上最多时穿了7双袜子；
在海拔3000多米的山里拍摄，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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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觉时必须把棉服套在头上；由于
饮水不净，经常拉肚子。没有水洗
脸，更别提洗澡了……

条件尽管非常艰苦，但老乡们
的温情让他特别感动和留恋。“很

多 老 乡 都 热 情 地 认 我 当 ‘ 干 儿
子’，每当看到他们因为一张全家
福照片而全家欢喜的幸福瞬间，再
难再苦也要咬牙坚持下来。”

“让我懂得了感恩”

他翻山越岭进山不仅仅是为村
民拍张全家福，他要为他们送去更
多的温暖。

“除了为村民义务拍全家福
外，赵明又当起了电影放映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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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12月，赵明带着投影仪
和幕布来过凉山，白天他为村民拍
摄全家福，晚上给孩子们播放动画
电影，到目前，已放映了30多场，
每当电影放映时大人孩子欢声笑
语，像过节般热闹。

“8次进大山为村民拍全家福
的经历给我的最大触动是让我懂得
了感恩。”赵明说。

他的感恩行动化作自己的志愿
服务领域的不断扩展。他借助腾讯
乐捐的平台发起专项募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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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拍全家福两年未回家过年

每年外出打工的村民到年底才
会返回凉山，这是凑齐一张全家福

的好时机。为了这个时机，他连续
两年因拍全家福而没有回家过年。

与往年一样，直到大年初二赵
明才结束拍摄赶回老家。今年回家
后，借着酒意父亲对他说：“除夕夜
你没回家过年，你妈想你都想哭
了。”望着日渐苍老的父母，他内心
阵阵绞痛。

今年赵明就大学毕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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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忧虑地说：搞公益我不反对，
但也要先把事业家庭稳固起来，强
大自己才能帮助别人。

但是，他始终放不下大凉山的
淳朴乡亲们。

漫漫公益路，他走得艰辛且坚
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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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却没有人跟他去。

尽管如此，他却从未动摇自己
的信念。“就算将来参加工作了，
我也要一如既往关注这里。”他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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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的公
益行动影响微弱，但却用点滴星火
照亮了大山里村民的生活，仅此一
点，我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农村大众报通讯员 赵永斌
杨东

他8次进入大山深处，为500多个家庭拍了1000多张全家福和5000多张照片，免费送出照片6000多张———

高唐小伙用爱心温暖大凉山

老鹰捉小鸡、牧童骑牛、熊
出没、牛耕田……近日，近20组
造型别致的“稻草人”现身滨
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狮子刘乡村
旅游片区。这是开发区为丰富
乡村旅游文化而打造的又一独
特景观。

如今的稻草人不再是庄稼
地里用来驱赶飞鸟的简单人偶 ,

它已经成为一种艺术潮流的代
名词，许多行为艺术家赋予了
稻草人不同的外观，使它们成
为一个个活灵活现的生命体。不
管是天真活泼的孩子，还是童心
未泯的大人，都可以在此享受到
一场视觉盛宴。

（田军 赵清华 摄）

农村大众报临邑讯 （通讯员
高德刚 葛玮 孙丽丽）6月5日，临
邑县理合务镇敬老院里一片肃静，
宫恩法老人的遗体告别仪式结束之
后，遵照老人生前的遗愿把遗体捐
献给国家，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的医
生按照程序将老人的遗体带走。

宫恩法今年69岁，是一位退伍
老兵，一位孤寡老人，老人用一种
最高尚的方式让生命得到延续。

宫恩法祖籍商河，1961年自然
灾害时，年仅14岁的他随家人一起

逃难来到临邑县理合务镇夏家村，
并在这里安家落户。1969年，宫恩
法参军入伍，多年的部队生活让他
接受了历练。退伍后，他回到了理
合务镇夏家村务农。

不久，宫恩法娶妻生子。宫恩
法对自己的妻子很小气，对那些落
难的邻居街坊却出手大方，如果谁
有困难总是慷慨解囊，经常送钱送
物、嘘寒问暖。也许正是因为对妻
子照顾不周，出于种种原因，妻子
提出了离婚，并且带着孩子远走他

乡。
2007年，年过六旬的宫恩法身

体大不如前，考虑到老人身边没有
子女，无人照顾，他被接到了镇敬
老院。在这儿，他得到了一个“名
誉”院长的称号。每月留下零花钱
后，只要有结余，遇上谁有困难，
他总会毫不犹豫地帮一把。除此之
外，宫恩法还用自己的钱为同在敬
老院的老人们装了空调、购置了家
具，平时种些花花草草，把院里打
扮得漂漂亮亮的。人们常说，宫恩

法这是把敬老院当成了自己的家，
把老人们当成了自己的亲人。

在敬老院呆了7年多，2013年4

月份，当时身体还很健康的宫恩法
感觉镇民政对老人们照顾有加，自
己无子女无牵挂，在这里生活无忧，
国家为自己创造了这么好的生活条
件而自己无以回报，自己死后捐献
遗体也许是自己回报社会的最后一
次机会。理合务镇民政部门多方联
系，最终帮助宫恩法实现了夙愿。

今年6月4日，宫恩法因突发心
脏病去世。6月5日，在临邑县红十
字会工作人员、敬老院负责同志的
见证下，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的医生
完成了遗体接收手续。

临邑69岁老人宫恩法捐献遗体

创意稻草人

“安家”狮子刘
张维滨是邹平县黄山街道乔

木村一位82岁的老人，他从40多
年前开始，就扛着他的条凳和磨
刀的工具，义务为村民磨刀，从
未收过一分钱。

6月12日，笔者在乔木村老
年公寓见到了这位精神矍铄的老
人。只见他坐在一张条凳上，正
在磨着一把菜刀。磨好后，他会
托起菜刀仔细检查，确认没有问
题再递给它们的主人。

张维滨磨刀的手艺自年轻时
就有，无论什么时候村民需要磨
刀，他总是随时提供义务服务。
在七十多岁的时候，他发现找他
磨菜刀的村民不如以前多了，知
道是村民们认为他年纪大了，怕
累着他，不好意思再来找他磨刀
了。闲不住的他于是主动上门问
村民，把需要磨的刀带回家来
磨。有时磨好刀刃后，看到菜刀
的把手不牢固了，他还会给修
好，最后把崭新又好用的菜刀送
到村民家里。

村民为了答谢老人，有时会
给他送水果和食物，但都被老人
谢绝了，有时还会严肃地说：“给
钱给东西的，我就不给磨了！”

最近这些年，随着掌握磨刀
手艺的人们逐渐减少，附近小区
的居民听说乔木村有个义务磨刀
老人后，也拿着菜刀登门求帮忙。
每当此时，老人都很开心，他说，
一想到自己的这个手艺还能用来
为人民服务，心里就很高兴！
农村大众报通讯员 吴晓静 栗琳

八旬老人张维滨

义务磨刀四十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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