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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影助学

以影像力量助力 56个民族的孩子健康成长

让乡村孩子学习影像艺术

据北京公益摄影协会主席
许洪绪介绍，本届“民族之光”摄
影展的主题是“光影逐梦，发现
之美”， 展览作品为光影助学工
程 71 所校区、56 个民族光影助
学班学生所创作。

全国光影助学工程发起于
2016 年，旨在通过影像艺术为偏
远地区的乡村学生开启发现美
的眼睛， 提升艺术审美和修养，
去记录身边故事，发现百姓生活
之美、中华民族之美，为促进乡
村人才培养、乡村文化振兴奠定
坚实的基础。

学习影像艺术，即使对城市
孩子来说也不容易，何况是偏远
乡村。 项目发起后，如何寻找受
助学生、谁来教、教什么、怎么
教、 如何管理等一系列问题，成
为了摆在许洪绪和北京公益摄
影协会面前的难题。

首先，受助对象被确定为少
数民族相对比较集中的偏远地
区的乡村学生。

项目团队走进大山，走进学
生家中，开展专题调研；与当地
教育局、文联、摄影家协会沟通，
听取各方意见。 最终，与当地文
联、教育局、摄影家协会、学校达
成共识，建设全国光影助学工程
校区，确定受助学生。

“受助学生要满足三项条件，
第一是品学兼优， 第二是思想积
极、追求进步，第三是喜欢摄影，
有艺术天赋。 ”许洪绪强调。

其次，项目在给受助学生提
供摄影器材的基础上提供专业
教学课程。

项目在每个校区捐助成立
了一个光影助学班，同时建立了
一个网上空间课堂。 由本地摄影
家组成的公益大使团队负责教
学辅导，同时为每个班配备一名
热爱摄影并有教学经验的老师
做指导老师。

“我们为参加光影助学班的
同学们，免费提供相机和教学器
材，并为他们提供免费的摄影专
业课程。 ”许洪绪表示。

各校区的公益大使利用每
周兴趣课时间进校园给孩子们
上摄影理论课，让他们了解什么
是光圈，什么是感光度，什么是
快门， 如何构图……双休日、节
假日则和学校共同组织学生走
出去进行创作———创作课采取

一对四教学模式。
除此之外，协会每个周六晚

上，还会利用视频号开展“光影
微讲堂”摄影讲座，充分利用孩
子们空闲时间进行辅导和教学。

再次，以严格的管理措施保证
受助学生的学习成效不断提升。

一方面， 推动受助学校把摄
影专业课列入本校的校本课程；
一方面，协会专门设立了教学部、
学生部、信息部、组联部、展览部，
落实学籍管理、信息管理、教材研
发、教学管理等各项工作。

教学部对各个县区公益大使
进行上岗前培训和教学跟踪指导，
受助学生除了日常接受专业老师
的点评之外，每年需要分四个学期
提交作业，教学部会组织摄影师点
评打分，并记入个人学习档案。

第一个三年初级摄影教育课
结束后， 进行综合考试和综合评
定， 对合格学生给予颁发结业证
书。 学生考上高中或大学之后的
第二个三年， 项目会利用远程网
络教育继续指导他们进行学习。

记录身边的美好故事

在学习摄影艺术的同时，项
目鼓励受助学生以摄影的形式去
发现和记录身边的美好故事，并
在不断创作的过程中， 传递正能
量，记录乡村振兴的演变过程，留
存民族文化符号，拍摄时代记忆。

“我们创办光影助学工程，
不是以摄影、创作、获奖为目的，
而是通过照相机镜头让孩子们
精准发现身边的美，因为孩子们
身边不缺少美，但缺少发现美的
眼睛！ ”许洪绪强调。

在公益大使的引领和指导
下，孩子们走进田间地头，拍摄
农民下地干活的劳动场面；走进
街头巷尾，拍摄百姓生活和美丽
乡村建设的画面；走进非遗传承
人家中， 记录民族传统艺术；疫
情期间，封闭在校园中的孩子们
拍摄校园故事、抗疫经历。

“作为摄影人，有责任去影
响和引导孩子们用双眼记录身
边的故事， 传递家乡的变化，传
递人与人之间的友谊，传递善良
和文明，引导和教育孩子们激发
正能量，通过影像去表达思想意
识，展现对生活的态度。 ”中国艺
术摄影学会名誉主席、北京公益
摄影协会总顾问朱宪民对此十
分认可。

孩子们用相机把身边发生

的事情记录下来，形成了一幅幅
美好的纪实摄影作品。 为了激励
他们，项目还每年组织全国青少
年“民族之光”摄影展，增进他们
与社会的交流。

“当许洪绪校长拉着我和奶
奶的手一起来到我的作品前并
向奶奶介绍我的作品时，我第一
次见奶奶这么开心，笑得合不拢
嘴。 奶奶一边看我的作品，一边
跟许校长交流，并激动地流下了
眼泪……我清楚地知道奶奶流下
的是高兴的眼泪、幸福的眼泪。 ”
光影助学工程 11 校区水族学生
蒙春德对当年自己参加都匀石板
街影展的经历仍然记忆犹新。

“一个小小的相机能够带动
孩子们关注、热爱家乡，发现家
乡特殊的美、人性的美，也让孩
子们建立了信心。 ”中国艺术研
究院副院长、中国艺术摄影学会
主席李树峰强调。

自项目实施以来，摄影展已
在北京、天津、青海、贵州、海南、
安徽等地举办六届，规模越来越
大。 2022 全国青少年“民族之光”
摄影展征集到作品达到 18560
幅，内容涵盖校园生活、身边故
事、民俗文化、美丽乡村、百姓生
活等多个方面，真实反映了民族
融合、乡村振兴、文化复兴等方
面的发展变化。 这些作品已经在
2022 年北京国际摄影周和中国
艺术摄影学会官网线上展出。

“孩子们拍摄的照片有深
度，有温度，反映了真实的生活，
让人非常感动。 ”原文化部党组

副书记、副部长赵少华表示，“摄
影展不仅为农村偏远地区的孩
子们打开了一扇窗，也打造了一
个民族青少年进行文化交流平
台，在促进民族融合、助力乡村
振兴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

为了让学生们拍摄的作品
能够更好地传播出去，项目与各
大摄影组织积极联络，同北京国
际摄影周、丝路国家青少年摄影
展等国内重要影展影赛建立合
作，设立光影助学作品展区。 摄
影作品在各大赛事斩获奖项，为
同学们增加了的信心和力量。

“孩子们的摄影作品多次参
加丝路国家青少年摄影大展，获
得了优异的成绩，希望今后北京
公益摄影协会继续组织孩子们
积极参与。 ”中国艺术摄影学会
副主席兼秘书长王建琪表示。

为了更多孩子的健康成长

经过六年的努力， 项目已在
云南、贵州、四川、青海、甘肃、内
蒙古等 19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
少数民族相对比较集中的 70 个
县建立了 71 所光影助学校区，通
过开展助学课堂、校园摄影展、研
学活动、光影故事汇等多种活动，
在 118名摄影大咖、428名公益摄
影师孜孜不倦地教导下， 培养的
学生已经达到 1686名。

孩子们学到的不仅是摄影
技术，在他们建立人生观、价值
观、世界观的关键时期，项目帮
助他们培养了发现美的眼睛，提

升了审美能力， 形成了爱祖国、
爱家乡、爱生活、爱自己的认知，
从而让他们迅速成长起来。

“光影助学工程的立足点，
不是以培养摄影家为主要目的，
我们以培养偏远地区人才为宗
旨。 ”许洪绪强调。

“感谢全国光影助学工程，感
谢许主席和公益大使们， 让我找
到了一个正确人生的方向， 走上
了属于我自己的路， 我相信我的
人生会更有意义！ ”辍学后在许洪
绪和项目的帮助下重新就读并最
终考上大学的王鑫激动地说道。

截至今年 9月份，已经有 232
名受助学生参加高考， 考上大学
的有 228 名，4 名学生选择了复
读。 其中 7名同学考上了研究生，
28名大学生已经毕业， 在北京公
益摄影协会就业创业指导部的协
助下，找到了自己理想的工作。

为了进一步推动项目的发
展，2022 年，在中国社会福利基
金会的支持下，“光影助学”公
益项目在腾讯公益、 微公益等
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发起
了筹款。

“希望能有更多的社会力量
和爱心企业， 关注光影助学，助
力孩子们的成长。 ”中国工程院
院士、北京公益摄影协会名誉主
席刘合院士表示。

“我们会在大家的支持下砥
砺前行， 把这项工作做得更好，
力争在 2026 年实现全国光影助
学工程百所校区、万名学生的建
设目标。 ”许洪绪强调。

■ 本报记者 王勇

“一起向未来，这张立意好。 ”“这张有点批判现实的意思。 ”
“撒拉族婚礼，喜庆。 ”“朝鲜族民俗表演，视角变化很多，

跳起来瞬间抓的好。 ”“牦牛这张的色彩挺好的。 ”
日前，在中华世纪坛举办的 2022 全国青少年“民族之光”摄影展

评选会上，好评之声不断传来。 来自中国艺术摄影学会、北京公益摄
影协会等机构的摄影家们，正在对参展摄影作品进行点评。

让摄影家们着迷的这些照片，并不是专业摄影师的作品，而是出
自偏远乡村 56 个民族的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甚至还有
学前班的孩子们。 那么，这一切是如何做到的？

《一起向未来》 摄影：李雨泽（汉族），全国光影助学工程 63 校区小学三年级（山东）

《山村女童》 摄影：马飒娜（东乡族），全国光影助学
工程四 17 校区初中一年级学生（甘肃）

《路上》 摄影：白玛南加（藏族），全国光影助学工程
6 校区高中一年级（青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