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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年公益路不停歇

黄晓明携手央视助力扶贫攻坚战
2018 年 9 月 15 日， 由央视

电影频道组织，成龙等百位明星
发起参与的“脱贫攻坚战星光行
动” 公益项目正式启动第三站，
演员黄晓明携其公益团队来到

“一城连三国” 的云南省江城哈
尼族彝族自治县，在当地展开了
为期两天的扶贫调研。

提起黄晓明就离不开“公
益”一词，做公益十五年来，这已
经变成了他的重要事业，在众多
公益慈善领域，都会看到黄晓明
的身影。 在公益路上，黄晓明始
终亲力亲为，不遗余力。 早在今
年 6 月“扶贫攻坚战星光行动”
项目启动之初，黄晓明就是第一
个前往央视电影频道参与方案
讨论的明星。 在对该行动先遣队
提供的资料仔细研讨后，黄晓明
选择了云南江城作为日后的精
准扶贫对口县进行扶贫调研。 此
次调研共分三部分：探寻野生亚
洲象踪迹寻“人象”相处之道、探
访贫困户家庭以及对当地茶产
业进行实地考察。

探寻野生亚洲象
主张扶贫要有温度

15 日一大早，黄晓明一行就

出发步行前往“探寻野生亚洲
象”之旅。 在云南省江城哈尼族
彝族自治县，驻扎着世界上近四
分之一的野生亚洲象，它们在此
地幸福地生活。 虽然野生亚洲象
很可爱，但在迁徙和觅食等无意
的出没过程中，它们也会吃掉一
些农作物，这给当地政府和村民
带来发展中的一些困扰。 如何让
人象共享一个家园， 和谐共处，
是这次调研的目的之一。

通过无人机的监测，黄晓明
看到了出生不久的野生小亚洲
象。 检测员现场邀请黄晓明为这
只小象取个名字，黄晓明经过慎
重考虑后，为象宝宝选择了“暖
暖”为名，当被问及取这个名字
的原因，黄晓明说：“我来到这里
后，看到当地的村民都特别温暖
和善良，而我们这次的扶贫行动
也是一样的，相信一定会给这里
的发展带来更有温度的帮助。 ”
这场和野生大象的“亲密接触”，
让黄晓明及其团队了解到，村民
为保护象群而不得不舍掉自己
辛苦劳作生产的作物，由此产生
的连带影响，是当地部分村民致
贫的原因之一，怎样“既要保护
好大象，也要保护好村民”成为
了黄晓明团队此行想要寻求的

答案。 黄晓明一行人调研过程中
就该问题一直在反复讨论，并提
出发展当地旅游资源的想法，以
求兼顾扶贫和保护野生大象。

探访贫困家庭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探寻亚洲象后，黄晓明携其
团队又马不停蹄地探访他最心
之所系的当地贫困家庭。 他所来
到的贫困家庭中，爷爷今年已 87
岁高龄， 母亲身体不好常年生
病， 家里仅有外孙一个劳动力，
每月靠种茶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收入十分有限。 爷爷睡觉的屋子
因大雨漏水而变得非常潮湿，房
间的桌上摆放着母亲每天都要
吃的中药。 因为母亲生病，严重
的入不敷出造成了整个家庭沉
重的经济负担。 黄晓明贴心地为
家庭成员们带来了中秋节礼物
和慰问红包。 常年关注弱势老人
群体的黄晓明，一直拉着爷爷的
手跟老人话家常：“每次见到像
您这样年纪的老爷爷，我都能想

起我的爷爷奶奶，我一定会尽我
所能帮助您的，希望每个老人都
能衣食无忧，有儿孙陪伴，安度
晚年。 ”

看到村民家里的缝纫机，黄
晓明又聊起了自己母亲以前做
纺织女工时的生活， 十分感慨。
谈到艰难的生活现状时， 家中
女儿泪洒现场， 黄晓明安慰其
请他们放心，并表示“授人以鱼
不如授人以渔，会尽他最大努力
为当地贫困村民提供帮助”，同
时也提出了“希望把当地的茶产
业与自己的空巢老人公益项目
建立起联系”的想法。 临行前，黄
晓明紧握村民的手，表示一定还
会回来。

呼吁产业扶贫
保护传统文化

16 日清晨，黄晓明一行又来
到了当地茶园。 江城好山好水出
好茶，茶是当地的特色产业。 黄
晓明在调研过程中，刚好遇见茶
农采茶，黄晓明也忍不住跃跃欲

试体验采茶的过程。 在与茶农和
茶商交流时， 黄晓明了解到，江
城茶叶虽然质量优良，但销售渠
道单一，产品知名度低，售价与
品质不成正比， 技术与创新匮
乏。 这引发了黄晓明新的思考，
他希望可以集结自己和身边朋
友等更多优势力量改善当前瓶
颈状态，为当地茶产业带来更有
力的推广， 打开乐观的销售局
面，真正在根本上给予帮助。

随后，一行人辗转至当地的
阿卡庄园，闲不住的黄晓明在炒
茶师傅的指导下体验了炒茶、揉
捻等一系列制茶工艺。 在现场大
家还见到了年过 80、 专门制作
“非遗”老帕卡茶的奶奶。 老人几
十年如一日地对传统手工制茶
的坚持和传承，让在场的许多人
动容，黄晓明坦言：“我们国家优
秀的手工艺是一定要好好保护
的，在保护的同时，还要不断地
创新、不断地发扬。 这些老手艺，
不能就此断掉。 ”

调研接近尾声时， 黄晓明
表示，做公益 15 年来，深刻体
会到的一个道理是扶贫要先扶
智，这个“智”不仅是“智慧”，也
是“志气”。 为期两天的实地调
研只是一个开始，导致贫困的原
因多种多样，“扶贫”也并不是一
个人就可以完成的一件简简单
单的工作，“扶贫” 没有旁观者，
需要一支队伍、更多队伍，甚至
每一个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
共同深入地探索，从根本上找到
原因，才有可能解决问题、摆脱
贫穷。 考察结束后，黄晓明及其
公益团队会真正结合当地的人
文及物产资源现状，思考之后如
何与政府及人民一起将精准扶
贫落到实处，制定一系列的帮扶
措施， 尽早能让当地的茶叶、沃
柑、坚果、蜂蜜等优质的特产走
出大山，帮助当地百姓过上更好
的生活。 （王祺文）

2018年 9月 20日，吉尼斯世
界纪录官方验证官任雪静宣布：

“‘留年时光·爱在一起———放飞
梦想’吉尼斯世界纪录称号‘最长
的纸飞机队列’挑战成功”。

此次活动由中国儿童少年
基金会与马大姐食品联合发起，
自今年 5 月份开始，历时近四个
月，从北京、河北等共 22 个省、
区、市儿童折出的 6 万多个纸飞
机中选取 14285 个组成最长纸飞
机队列，创造一项新的吉尼斯世
界纪录称号获得了官方认证，并
以此迎接国庆，向即将到来的 69
周年国庆献礼。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秘书
长朱锡生表示，“留年时光”以游
戏为主题和主要载体的公益活
动，让家庭和教育机构更加重视
亲子陪伴、朋辈陪伴问题，同时

也希望孩子们远离电子游戏，在
手工游戏中重塑亲情和友情。 在
吉尼斯公司的大力支持下，我们
组织 100 个学校和幼儿园的孩
子们向最长的纸飞机队列纪录
发起了挑战，将折纸这一简单的
游戏与鼓励同学们从小树立远
大理想，共筑美丽“中国梦”的爱
国主题相结合，折出纸飞机并写
上自己的梦想放飞。

活动现场，14285 个纸飞机
首尾相连，红色、橙色、黄色、绿
色、蓝色等五彩斑斓的纸飞机组
成一条条交织的色带，铺满了整
个篮球馆地面。

这些纸飞机还承载着孩子
们的梦想。 有的孩子在纸飞机上
写下“我希望长大后做一名医
生，做一个对人民有益的人。 ”有
的孩子则想成为优秀的教师

……数万个小梦想汇聚成一个
大梦想，代表着“中国梦”的缩
影。

活动最后，与会嘉宾和孩子
们一起放飞纸飞机。 数万个小梦
想汇聚成一个大梦想，浓缩成孩
子们对伟大理想与美好生活向
往的“中国梦”，让孩子们在参与
公益活动的同时，也培养了爱国
主义情怀。

马大姐食品相关负责人，吉
尼斯世界纪录全球纪录负责人、
大中华区总经理马可， 吉尼斯大
中华区市场总监潘之， 河北省涞
源的贫困学生以及少年公益学院
志愿者方阵的 6 所联合教育实践
院校的学生等共同参加活动。

据悉，自 2017 年开始的“留
年时光”活动收到的作品，不仅
包括由主办方发放的折纸、彩泥

等物料制作而成的作品，还有许
多诸如陶瓷、皮影等家庭自购材
料制作的作品。 作品中不仅包括
纸飞机，还有京剧脸谱、十二生
肖等传统文化作品， 以及 2020

年北京冬奥会等主题作品。 主办
方送出的只是一份简单物料，但
陪伴的过程、动手的体验、合作
的愉悦， 带给孩子们的是亲情、
友情和寓教于乐的收获。 （徐辉）

儿童手工游戏成功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

黄晓明探访贫困户家庭

� � 尽管我个
人的力量很微
薄，但我会尽我
毕生最大的努
力，结合所有一
切可结合的力
量，把我们扶贫
攻坚战这一仗
打好，将扶贫切
实做到每一处。

———黄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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