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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News

杨凯生：用相机定格远山一角的扶贫故事

新闻

■ 本报记者 隋福毅

用镜头记录时代记忆

四川大巴山和大凉山地区
分别位于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区
秦巴山区和乌蒙山区，因自然条
件及社会历史原因，两地的贫困
人口多，贫困面积广，贫困程度
较深，是 2020 年打赢“脱贫攻坚
战”的重要区域。

上个世纪末， 工行总行开始
在四川大巴山、 大凉山地区的通
江、南江、万源和金阳 4 个县定点
扶贫。 为更好地推动当地扶贫工
作， 工行总行累计派出扶贫干部
106名，杨凯生便是其中之一。

在任期间，杨凯生走遍工行
总行定点扶贫的 4 个县。 退休
后，他坚持回访扶贫点，结合自
身经验为当地扶贫工作建言献
策，同时，为记录扶贫成效与贫
困地区群众生活的点点滴滴，杨
凯生拿起了手中的相机，伴随着
快门的一次次按下，一份属于这
些地区的时代记忆渐次浮现。

在杨凯生的摄影作品中，儿
童与妇女是主要的聚焦对象。 谈
及原因，杨凯生说道：“现在，我们
经常愿意用‘弱势群体’这个词汇
形容他们。但实际上，我认为这十
分不准确。 透过他们的眼神与精
神状态， 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待
生活的韧劲和不屈不挠的精神。
他们是有力量的。 如果贫困地区
的儿童与妇女受到的关注更多一
些， 生活条件及教育水平更好一
些， 我认为他们自身及整个地区
的未来发展会发生翻天覆地的
变化。 这也是从根源上解决地区

贫困的重要方向之一。 ”
8 年前， 杨凯生前往当地卫

生院考察工行扶贫成果，恰好遇
到一位工行“母婴平安工程”受
益妇女抱着当时只有 6 个月大
的孩子体检。 从那以后，杨凯生
每年都会探望一次这对母女。 8
年过去了，当杨凯生再次与那个
小女孩相见，镜头前的她指着衣
服上的“清华”二字，自信地说出
了自己理想中的大学。 这一幕让
杨凯生十分欣慰，因为他认为这
是未来的力量。

开幕仪式当天，看着一张张
充满人文情怀的摄影作品，现场
观众巫女士深有感触。 面对《公
益时报》记者采访，她直言：“我
们生活在城市越久，便越可能忘
记这个社会整体的面貌。 看到这
些照片，我满是感动。 它们让我
回忆起‘出发’时的自己，也让我
感应到了国家的扶贫政策以及
不忘初心的号召。 ”

“这些照片可以让我们回到
更广泛的现实，从我们现在生活
的圈子走出去，关注到那些需要
帮助的人，即使我们的力量略显
渺小。 但是，只要更多人关注到
贫困地区人们的生活，体会到他
们真实的艰辛，必定会唤起我们
心中对国家和社会浓厚的情感，
继而做一些具有社会价值的事
儿。 ”巫女士说。

愈发火热的“公益摄影”

摄影作品作为文化传播的
重要艺术载体，因其视觉冲击力
强、感受直观、具备审美价值而

备受青睐。 近年来，各式各样的
公益摄影展以及公益摄影大赛
陆续“上演”便是一大明证。 可以
说， 公益摄影的出现并非偶然，
而是时代发展产生的现实需求。

2014年 3月，借由党中央“中
国梦”理念的兴起，中国文学艺术
界联合会、 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
及中国摄影家协会联合发起“中
国梦” 主题影像公益广告大型征
集活动在京开启。 5年来，此活动
除了通过线上征集以及线下办
展，更是登上了地铁、广场等人流
巨大的场合，影响十分广泛。

2017年 3月， 由安徽省扶贫
办、中国摄影家协会艺术摄影专业
委员会、《大众摄影》杂志社联合主
办的中国首届扶贫公益摄影大展
正式启动，面向海内外摄影人征集
扶贫相关影像作品，极大地推动了
扶贫题材摄影作品的涌现。

2018 年 7 月，今日头条携手
中国摄影家协会、中华少年儿童
慈善救助基金会、中国人口福利
基金会、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等
具有公募资格的慈善组织发起

“感光计划”公益活动。 参加活动
的公益摄影师可通过自己的头
条号发布反映救助线索的公益
图片，今日头条为有需要的受助
人连接社会募捐需求。

一时间，公益摄影活动蔚然

成风。 摄影作品体现人文关怀，
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反映社会民
生问题逐渐成为一种新的摄影
流派，聚焦贫困地区及扶贫进程
的摄影作品更是层出不穷。

1991年，摄影师解海龙的“大
眼睛女孩” 照片向世人传达了贫
困地区儿童渴望读书的强烈愿
望。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更是
将其作为希望工程的官方宣传海
报。此后，这张照片以及希望工程
影响了国家政策， 促进了贫困地
区教育的发展， 产生了摄影作品
助推社会公益发展的巨大影响。

好的公益摄影作品可以打
动人心，可以产生社会影响力并
间接参与社会进步。 这样的观点
已经得到共识。 当下越来越热的

“公益摄影”便是佐证之一。

公益摄影师需端正心态

“什么才是好的公益摄影
作品？ ”

谈及这一问题，杨凯生笑言
自己的作品并不能够称得上为
好作品，他可以表达的内容仅是
长期摄影的个人感受。“摄影分
很多门类，有山水、动物、花卉等
自然题材，也有人物、民俗等人
文题材。 在公益摄影这一领域目
前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界定，

我的摄影作品大致属于人文纪
实类。 ”杨凯生说。

“扶贫内容的拍摄，首先需
要拍摄者端正自己的心态。 我认
为特别忌讳的是拍摄者抱有一
种消费贫困和居高临下的心态。
在摄影之前，拍摄者首先需要认
识到的问题是与贫困地区人民
的平等关系。 因为只有用平和的
心态和平等的视角与他们相处，
你才能更好地与他们交流并观
察到他们内心深处的东西。 因
此，除非特殊需要，我的照片都
是低机位拍摄， 很少采用高机
位。 ”杨凯生强调。

在杨凯生看来， 虽然扶贫公
益摄影需要记录“贫”，但这并不
是他的主要目的。“扶贫摄影不是
简单为了猎奇和博取观众眼球，
更不是片面聚焦痛苦、 反映贫困
和落后。 中国对全球减贫的贡献
率超过 70%， 扶贫摄影值得记录
和传播脱贫攻坚这一历史进程。
我们应该秉持着定格历史的出发
点，记录这些年的进步与发展。记
录这些历史性变革的初衷是要让
更多人受触动、受感染，燃起更多
人心中的扶贫热情。 ”

优秀的公益摄影作品能够
引导和带领观众身临其境地体
会画面中的人物生活，能够唤醒
观者的情感。 而拍摄者作为整个
过程的起点，从按下快门的一瞬
间便决定了效果好坏。 任何一张
照片均不是随意生成，它囊括了
拍摄者看待世界和社会的视角
和价值标准。 从这个角度来说，
优秀公益摄影作品的达成需要
摄影人做到合格。

“我更希望拍摄者能够‘端
正’心态而不是‘调整’心态，因为

‘端正’ 才是由内而外的一种觉
悟。 一名合格的扶贫公益摄影人
应该有的情怀和素养不是将‘扶
贫’作为全部出发点，而是清楚每
一次参与拍摄都是自己受教育和
触动的一次机会。 如果真正可以
做到这样，作品很容易打动人心，
唤起观者共鸣。 ”杨凯生强调。

� � “我相信照片能记录或明亮或暗淡的光影；能传载或高亢或低沉
的声音；能展现或已发生或终将发生的历史。 ”

这是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杨凯生在自己的摄影作品集中留下的
一句话，也是他一直信奉的摄影理念。

作为一名摄影爱好者， 杨凯生因工作之需与工行定点扶贫地
区———四川大巴山与大凉山地区结缘。 自上个世纪 90 年代起，杨凯
生十进大巴山、五进大凉山，用手中的镜头持续记录着巴蜀地区的人
文风情，讲述着巴蜀地区的生活风貌。

12 月 21 日，杨凯生扶贫摄影展“风———在大巴山大凉山中的杨
凯生”在北京创景大厦开幕。本次展览由中国工商银行和北京市星石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同主办，面向公众开放 3 个月。该展览的所有照
片均为杨凯生本人拍摄。

本次展览策展人、 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陈小波看到这些作品
由衷地感慨：“这些影像背后，是一个亲历几十年巨变的个体，对乡土
重构的理解，对国家战略与历史变迁的感悟。 ”

“中国梦”主题影像公益广告大型征集活动作品之一

杨凯生与他的摄影作品

背秸秆的孩子（杨凯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