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10
２０15．6.30 星期二 责编：王勇 美编：段理

News

没有催泪的音乐，没有绚丽
的灯光，主持人是纪录电影里的
主人公， 这样一场影片首映式，
却赢得了十几次掌声，很多人被
感动落泪。

这是一部特殊影片的首映
式———《美丽乡愁》，电影记录了
无锡市发改委一名公务员，连续
17 年利用公休假时间，88 次到
陕西延安、46 次到贵州扶贫的真
情故事。

6 月 18 日首映式之后，影片
将进行百城万场免费放映，放映
活动中还联合当地公益慈善组
织进行募捐活动。

在影片首映前，影片拍摄地
陕西、贵州两地的 3 万多名贫困
老人，均已获赠一份人身意外伤
害保险。 这使得这部纪录片从内
容到放映形式都充盈着公益的
色彩。

偶然探访结下“善缘”

1998 年，江苏省无锡市党政
代表团前往陕西延安进行考察。
当时在无锡市协作办工作的范
跃宁是其中一员， 负责摄影、摄
像。

汽车行进在陕北的黄土地
上，卷起厚厚尘土。 一处空旷地
带，有人提议下车方便，一群孩
子从范跃宁身边跑过。 得知孩子
们是从很远地方来到此处上课，
范跃宁提出看看孩子们的教室
和老师。

一孔黄土窑内的教室很快
呈现在他眼前，窑洞破旧，但洞
顶插着的一面五星红旗却格外
“鲜艳”。 年仅 23 岁的代课教师
教授着一至五年级的课程，范跃
宁问她：“这么苦为何还教？ ”老
师答道：“不教，孩子们连名字都
不会写。 ”离开时，范跃宁和同事
们凑齐了 500 元钱，递给这位老
师，让她买一面新的国旗。

这所窑洞小学师生合影的
照片被范跃宁完整记录下来并
保存至今。

随团探访的这种经历给范
跃宁留下了深刻印象，也让范跃
宁坚定了他慈善的决心，同时也
造就了他个人的“范式慈善”。

陕北条件艰苦，水资源严重
匮乏。 范跃宁随着探访团深入延
安宜川县丹洲镇程落村走访，这
里住着 200 多户农民， 近千人
口，但当地农民常年饮用远处沟
里含氟量极高的劣质水，许多人
因此患上“大骨节病”，唯一办法
就是在当地打深井寻找优质水
源， 但当时打一口深井需 4 万
元，对当地农民来说，这是一笔
巨大的开支。

范跃宁带着村落地形图回
到无锡寻找资源。 无锡国联集团
领导得知此事后，发动集团员工
募捐，很快凑齐 4 万元钱打井费
用，村民们在该村不远处很快打
出了一口清泉水井。

为不让村民长距离挑水吃
水，范跃宁又想着如何能将这一

股清泉引入村民家中，而这次估
算费用是 20 万， 有些村民想着
有水吃就很满足， 劝范跃宁作
罢。 但范跃宁的坚持最终让事情
得到了圆满解决。

无锡国联集团发动员工再
次捐赠， 这次捐出了整整 16 万
元，当地农民被感动了，主动提
出不要工钱， 全村老少齐上阵，
为建好“生命之水”通道奋战数
十天。

通水当天，县里领导、媒体
都来见证，当地村民从来没有见
过自来水， 不知道如何操作，经
人授意后，自来水从管处哗哗流
出，引得众人欢呼，而从未见过
此景的村民却被这一幕惊呆了。
一张陕北缺水地区农户家通水
不笑的照片被范跃宁记录下来，
随后被多家媒体转载。

让爱传递下去

对贫困村的帮扶之外，资助
贫困孩子， 范跃宁同样不落人
后。

王澧泛舟是范跃宁资助的
第一个孩子。 还是 1998 年那一
次考察， 当时王澧泛舟正上初
一，家境不好，范跃宁得知她的
家庭情况并不乐观后，决定与她
结成“一对一”帮扶关系。

回到无锡，范跃宁通过写信
等方式， 鼓励王澧泛舟好好学
习，乐观面对未来人生，并不时
帮助她解决困难。 长时期的鼓
励，使得王澧泛舟树立了坚强的
人生信念， 并通过努力读完学
业，毕业后到无锡就业。

工作前几年王澧泛舟吃过
不少苦头，但正是先前有着范跃
宁的鼓励使她克服一个个困难。

一次企业的经营风险遇到
了王澧泛舟的坚持，使得她的人
生轨迹再一次改写。

2000 年，王澧泛舟在无锡当
地一家物业公司从事管理工作，
由于经营不善，该公司领导和员
工相继离开，只留下王澧泛舟一
个人坚守。 范跃宁看到此种状况

劝她换工作， 她却说：“我也走
了， 这里留下的 300 多户居民
水、电、物业咋办？ ”最终，王澧泛
舟的执拗为她赢得了人生机会。

另一家公司接管小区听说
此事后，当即委任她为小区物业
经理，管理全小区物业。

王澧泛舟说：“正是有了范
爸爸在延安的教诲才有我今天
的成绩。 ”如今王澧泛舟成为一
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同时也成为
无锡市新市民。

2005 年， 王澧泛舟在无锡
结婚，她将自己收到的 6022 元
礼金， 通过无锡市慈善总会捐
赠给新疆阿克奇贫困牧民和学
生。

王澧泛舟说，自己要将范爸
爸这份爱传递下去。

“范式慈善”成资源平台

17 年，88 次到延安，46 次到
贵州，资助了 5000 多名学生，这
名普通公务员坚持的善举换来
了荣誉。

2006 年，范跃宁被中宣部列
为全国志愿扶贫先进典型，也先
后成为江苏省、陕西省，无锡市、
延安市的道德模范，是迄今为止
全国唯一一个“双省双市”道德
模范。

有人说，范跃宁做善事出名
了，也有人说，范跃宁在“作秀”。
每每遇到这样的问题，范跃宁总
是微微一笑， 不做太多解释，只
说自己能坚持 17 年， 这其中更
多的力量是来自于这些被扶贫
的群众，他们的每一次变化都给
予自己很大的力量。

现在总有一些人找到范跃
宁，希望能够帮助延安当地建立
希望小学，或者与当地贫困学生

“结对子”，遇到这些事情，范跃
宁总是以自身经历告诉对方，
“陕北更缺的是安全卫生的饮用
水”。 碰到要求“一对一”结对子
的，他总要反复询问：“结对子您
有时间吗？ 能经常写信鼓励孩子
吗？ ”

对于慈善的态度，范跃宁很
坚决， 他说：“慈善需要热心肠，
但更需要真心实意的投入。 ”

善行被广泛传播，也使范跃
宁接触到更多的慈善资源，他开
始更多地让自己发挥慈善平台
的作用。

通过范跃宁的牵线搭桥，还
使得全国闻名的江苏江阴市华
西村与延安延川县结成了帮扶
对子。

当年， 范跃宁与华西村老
书记吴仁宝共同当选“江苏好
人”， 这次荣誉使他们彼此相

识。 此后，范跃宁多次前去拜访
吴仁宝老书记， 希望就公益慈
善进行双方合作， 最终促成此
次事件。

江苏永鸿集团董事长胡鸿
飞是范跃宁的好友，看到范跃宁
长期的公益坚持，胡鸿飞有些触
动，决定和范跃宁共同完成慈善
梦想。

从最开始资助范跃宁一张
火车票，到如今决定在范跃宁扶
贫的贵州黔东南黄平县投资 23
亿开发农业综合体生态舞阳湖
项目， 这一晃跨过了十多个年
头。

2013 年 9 月 26 日， 由范跃
宁牵线促成了江苏永鸿巴布洛
集团公司巴布洛农业生态谷与
贵州黔东南黄平县签约成功农
业综合体生态舞阳湖的开发，总
投资预计达 23 亿。

据胡鸿飞介绍，生态舞阳湖
建成后， 将优先雇佣当地村民，
并发展农业特色产业，使外出打
工的当地人能够留在当地务工，
让留守儿童、 留守老人不再留
守。

如今的范跃宁在慈善道路
上越走越宽阔，他说还有很多事
情等着他去做。

他常说：“我帮不了 1000 个
孩子，我可以帮 1 个 10 个，我做
不了 1000 件好事，我可以做 1 件
10 件，只要大家携手同心，少抽
一条好烟，少喝一瓶好酒，整个
社会就会温暖如春。 ”

《公益时报》： 拍摄这部纪
录电影的初衷是什么？

郑伟 ： 拍摄一部现实题
材的纪录电影， 是我内心的
一个梦想。 这部作品的拍摄，
希望传递两个层面的“致
敬”：一个是向范跃宁及爱心
人士的致敬， 他们是属于行
动派的；另一个，是向故乡的
致敬， 这个故乡属于我们所
有人，无论是离乡的，还是在
原乡守望的人们。

《公益时报》： 你如何评价
《美丽乡愁》？

郑伟： 每个人对于乡愁的
理解都不一样， 片中不同的人
物呈现出了不同的表达。 影片
以范跃宁作为主人公和主线，
也由此对中国农村的现实问题
进行了深入呈现， 但没有刻意
表现或渲染贫困， 提取的是一
种质朴的阳光的精神气质，这
也是整部影片的基调。

《公益时报》： 这是一部公
益电影，如何让公益价值传播？

郑伟：《美丽乡愁》 已经在
国家广电总局电影数字节目中

心同步上线， 全国农村数字电
影院线的发行、 放映机构可自
行采购。首映结束之后，将在无
锡和延安进行百场公益放映，
放映活动中会配合当地慈善或
公益组织进行公益捐赠。 就像
首映式当天，3 万多名老人的
意外伤害保险捐赠， 是由支付
宝公益和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
金会为拍摄地陕西延安、 贵州
黄平 60 岁以上老人专门提供
的。 希望在全国百城万场的放
映过程中， 影片作为公益传递
的一种载体。

《公益时报》： 该片的拍摄
周期和市场前景如何？

郑伟：《美丽乡愁》 前期拍
摄跨度一年半， 累计拍摄 120
多天。影片得到了联合摄制方、
爱心企业江苏永鸿集团的热情
支持。 影片投资 100 万，前前后
后自己也贴补了七八万。 相对
于故事片或商业片， 中国纪录
电影的票房状况目前还处于比
较尴尬的阶段， 而且这个题材
也相对特殊， 更多希望在实现
文献纪录价值的同时， 实现一
种社会价值吧。

■ 本报记者 张明敏

《美丽乡愁》：一名基层公务员的慈善征途

对话《美丽乡愁》导演郑伟

贵州少数民族大学生跟随范跃宁在延安探访自来水村的改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