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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谊兄弟公益基金零钱电影院：

用创造力公益推动中国教育公平

徐熙媛生命中的第一场电
影是在博文学校的“零钱电影
院”中观看的。 徐熙媛来自河北
农村，现在是北京朝阳区民办博
文学校二年级的学生，爸爸妈妈
在北京打工。

她永远忘不了第一次在“零
钱电影院” 观看电影时的场
景———电影院墙壁是她喜欢的
绿色，在特意为小学生设计的座
椅里，看了叫《雪娃娃》的电影。
电影里，雪娃娃不顾自身安危冲
进火海救出小白兔，自己却融化
了……徐熙媛看着融化为水的
雪娃娃，哭得一塌糊涂。

人生中第一场电影让她小
小的心明白了什么叫舍己为人。

零钱电影院：
让孩子透过电影看世界

“学校每周都会安排时间让
我们看一场电影，我们学到了很
多知识。 ”徐熙媛对《公益时报》
谈起“零钱电影院”时滔滔不绝。

更重要的是，对于徐熙媛和
她的同学来说，在观看优秀影片
的同时，还可以在“零钱电影院”
里上美术课与音乐课。 零钱电影
院的存在，极大丰富了她们的课
余生活，增加了她们的见识。

“零钱电影院” 是由华谊兄
弟公益基金于 2011 年运作的核
心公益项目，旨在号召人们用手

边的零钱帮助贫困地区儿童的
教育， 并通过将闲置的图书室、
自习室或教室等进行翻修改造、
配备全套放映设备以及电影光
盘， 让更多贫困地区儿童通过
“零花钱”免费欣赏电影。

华谊兄弟公益基金是由华
谊兄弟明星和员工在中华思
源工程扶贫基金会下共同发
起的专项基金， 自成立以来，
基金一直致力于丰富贫困儿
童的精神世界，倡导创造力公
益，希望通过影像方式创造更
多善的力量。

华谊兄弟也因此成为中国
第一家成立专项基金并最早以
专业模式运营公益项目的影视
公司。 创立 6 年间，华谊兄弟公
益基金已累计在北京、 上海、广
州、河南、云南、青海、甘肃、四
川、贵州、新疆等省市区搭建了
百所“零钱电影院”， 为超过 15
万贫困儿童创造了欣赏、 了解、
感受电影的机会。

“零钱电影院” 所承载的儿
童电影教育是华谊兄弟公益基
金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近年
来，国内儿童电影教育正在逐渐
引起人们的关注。 电影教育在承
担着启发孩子们心智作用的同
时，兼有教育、认识、审美、娱乐
等层面的功能。 电影不仅借助色
彩、图像、音乐艺术颜色展示了
音乐美、画面美，更传达了文学

作品中的人
性美，让孩子
在获得感官
愉悦的基础
上获得心灵
的愉悦。

在“零钱
电影院”项目
长达 6 年的
实践中，华谊
兄弟公益基
金率先提出

“以人为本 ”
的儿童电影
教 育———以

“尊重、陪伴、
启迪 ” 为核
心，将电影融
入儿童成长
的各个阶段，

在充分尊重儿童对于电影的理
解和需要的基础上，让儿童通过
电影认识更大的世界、获得创造
力上的启迪，并让电影陪伴他们
的成长， 更好地匹配他们的需
要，助力他们未来的发展。

项目全面升级：
激发孩子想象力和创造力

7 月 23 日，华谊兄弟公益基
金第一届“零钱电影院”校长峰
会启动，来自全国 10 个省市 100
余位“零钱电影院”所在学校的
校长相聚北京。 峰会期间，华谊
兄弟公益基金将对校长们展开
为期一周的培训，旨在让校长们
了解如何更好地利用电影开展
儿童教育，让更多孩子受益。

甘肃省会宁县翟家所镇焦
河小学的校长郭守敬第一次来
京参加校长峰会。“‘零钱电影
院’ 是孩子们梦想开始的地方，
也是他们创造力开始的地方。 ”
郭守敬感慨地说，自 2014 年华谊
兄弟公益基金为学校投入零钱
电影院的多媒体教学设备后，课
堂变得更加灵动有趣，电影成为
另一种授课形式，让学生感受到
电影的美。“华谊兄弟公益基金
的善行使孩子对未来的梦想色
彩更加缤纷。 ”郭守敬说。

华谊兄弟联合创始人、副董
事长兼 CEO 王中磊明白校长对

孩子们巨大的影响作用。“要实
现华谊兄弟的诉求，需要的是扎
根在教育事业一线的校长们的
帮助，你们每天都在工作岗位上
和孩子们接触，我们公益基金的
小组虽然这几年走过的路程超
过十万公里，但还是没有办法像
你们一样在一线。 ”

在启动典礼上，王中磊和华
谊兄弟创始人、董事长王中军一
同敲响上课铃———这标志着为
首届校长峰会正式拉开帷幕，同
时也宣告华谊兄弟公益基金面
向 100 所“零钱电影院”的全面
升级计划正式启动。

“零钱电影院” 的升级计划
将在不断增加电影院数量、为孩
子们开展电影启蒙教育的同时，
进一步深耕电影教育领域，加强
对教师的培训与指导、提升硬件
支持，并与其他机构和项目合作
拓展资源，促进教育效果提升。

在新升级征程中，要全面回
访已经建成的零钱电影院，完善
硬件、软件的升级，致力于跟孩
子们、校长们互动、交流、培训，
进一步提升学校对电影教育重
要性的认识，推动电影落地和普
及，弥补不同地区之间的发展和
教育水平的差距。

“我们需要一支很好的教师
队伍，来引导乡村孩子如何去欣
赏优秀的影视作品。 ”中华思源
工程扶贫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
书长李晓林对“零钱电影院”的
升级表示了肯定。

实施精准公益：
助力中国慈善事业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从 2012 年至
2016 年 9 月，王中军曾多次义卖
画作，并将所得 2000 万元善款全
部捐赠给华谊兄弟公益基金。

王中军是美术科班出身，从
小画画， 但公司成立后事务繁
忙，画笔基本再没动过。 华谊兄
弟公益基金的成立，“正好给自
己找到了绘画动力”。 2015 年，王
中军首次举办公开个展，义卖画
作，并将善款全部捐赠给华谊兄
弟公益基金。 马云、许家印、史玉
柱、黄晓明等企业家和明星通过
购买王中军画作，为“零钱电影

院”贡献力量。
在“零钱电影院”，孩子们观

影后还会在老师带领下“画电
影”，并定期举办“小小画展”，以
此形式为他们开启了通过绘画
表达自我的艺术之窗。 其承载的
不仅是华谊兄弟公益基金对践
行“创造力公益”的坚定信念，更
是王中军对普及绘画艺术教育、
推动教育公平的殷切之心。

“记得上次参加华谊兄弟公
益基金活动，有一些小孩画了画
做巡展，印象非常深刻，不发达
地区孩子的也有接受美术教育
的权利。 现在政府提倡精准扶
贫，华谊兄弟公益基金在做精准
公益。 ”王中军自豪地表示，针对
不同贫困地区的状况，更有针对
性的公益计划，更好地帮助到当
地的孩子们，这也是华谊兄弟公
益基金一直秉持的理念之一。

在成立 6 年里，华谊兄弟公
益基金一直在思考如何才能给
孩子们带来更多的快乐和更长
远的积极影响，答案就是“创造
力公益”。“创造力公益”是一种
不断创新、 可持续的公益模式，
以推动电影教育的发展、倡导并
践行教育公平理念，同时促进国
际联系交流。

作为中国娱乐行业的领军
企业， 成立 23 年的华谊兄弟一
直关注创造力， 尊重且敬畏内
容，也因此凝聚了众多精品内容
的创造者及创意人才，致力于为
观众创造更多品质与态度并存
的优秀影视作品。“创造力公益”
也正是对华谊兄弟企业基因的
延续。

作为华谊兄弟公益基金的
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融合教育
则承担了关爱残障儿童的责任，
让他们和正常儿童在融合与接
纳的环境中充分发挥自己的潜
能，促进教育公平。 另外，华谊兄
弟公益基金曾五度与联合国携
手推动公益事业的进展，在国际
上得到广泛认可，充分展现出华
谊兄弟公益基金的专业度及国
际影响力。 未来，华谊兄弟公益
基金将继续坚持创造力公益的
发展模式，用实际行动助力中国
慈善事业的发展。

（徐辉）

电影教育是现今世界上最前
沿的领域。 我国在前年下发专门
关于加强美育教学的意见， 其中
要求把电影作为课程的一部分，
在中小学进行普及。

为什么国家如此重视？ 因为
现在的世界已经经历过了读写
教育作为基础的时代 ，正向 2.0、
影像为王的时代发展。

华谊兄弟把 100 多位校长
请过来， 校长们观念转变了，教
育就好搞了。 中国在 1933年就成

立了中国教育电影协会，推进电影
教育。 蔡元培担任协会会长，那也
是 100 多名大学著名校长参加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成立了专门
的教育电影组，但只有进入今天这
时代，电影教育才变得更加重要。

零钱电影院把最有效的交流
工具送到边远山区， 是功在千秋
的好事。 但电影教育绝不只等同
于看电影，电影教育有三大内涵。

看好电影。 零钱电影院不是
商业院线， 也不是地下电影院，

所放的电影是经过老师精挑细
选、经过公益项目组征求教育专
家的意见所选择的。 现在最大的
问题是什么？ 应该看的不仅仅是
当下的电影，应包括历史上的电
影 ，不仅是美国的电影 ，还应该
有中华民族的优秀电影，也应该
有伊朗 、日本 、韩国 、泰国的电
影，所以我们对看电影的概念应
该扩大。

要教会孩子有批判思维的能
力。 影像教育有它的负作用，里面

有暴力，有色情，有的电影里有意
识形态方面的偏见，这需要孩子们
能够具备分析能力。希望今后校长
教给孩子们这样的能力，他们即使
看到不太好的电影也能够有批判
能力，包括对其他民族、国家电影
赏识的能力，这是孩子以他独立的
人生观、价值观向社会发出自我声
音的重要前景。

电影里的核心是拍电影、制
作电影，一定要他自己能够做出
东西来，才表明教育是产生了效

果的。 拍电影，很多老师觉得孩
子们年龄太小，拍电影是太复杂
的事情，其实不然。 我们强调在
一个影像为王的时代，数字技术
让城市里每个中小学生都有自
己的手机 ， 家里都有数码照相
机 ，用数码照相机 、手机就可以
拍视频，可以剪辑上传，能够在 1
秒钟之内让你的作品被世界看
到 ，条件具备了 ，但是孩子们会
不会这么干呢？ 这是我们做公益
时应该想到的。 （徐辉）

北京电影学院科研信息化处处长、中国电影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刘军：

“零钱电影院”把最有效的交流工具送到山区，功在千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