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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站在你面前的，是个活生生的人
新湖南：我们知道，《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大型影像

创作工程作品展，你拍摄的这40位，都是各个领域的“大
咖”。 拍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人或事，超出了你之前的
预想和预期？ 有什么让你觉得特别惊喜的小故事吗？ 拍
摄前后，你对他们的感受和理解，有什么不同吗？

谢子龙：有啊！董明珠就是很好的例子。之前我们理
解的董明珠的“人设”，是一个很刚很硬的“铁娘子”，我
们也希望拍出她的这一面。 但采访和拍摄过程中，她全
程都在笑，面对镜头的状态非常放松，与我们之前的预
想完全不同，她有着十分随和、温柔的一面，情商高，有
魅力，我们之前预想的那种状态，反而拍不出来了。 没有
进入到工作状态的时候，她其实很柔和。

再比如柳传志，他讲话能力非常强，他就是一个段
子手！ 会和我们的摄影助理开玩笑，让大家在愉快中完
成拍摄。 当时我们团队是直接从广州到北京拍他，所有
人都还穿着短袖，但北京非常冷。 一个摄影助理戴了一
串佛珠， 柳传志就跟他说：“你这个串儿是用来保暖的
吧？ ”更有趣的是，他还在现场给我们说了个快板。 每个
人想跟他合影，他都一一答应，没有一点架子。

俞敏洪也是，一开始时我们还担心他会不会不善于
肢体表达，但他在现场是表情最丰富、身体语言最多的，
他会给你出主意， 你们要不要拍一个我这样那样的姿
态？ 在这之前，你可看不出他其实是挺“臭美”的一个人。

所以，这次拍摄我最大的体会就是，他们过去在媒
体的包装和光环下，有一个相对固定的标签，或如我们
现在常说的“人设”，但是真正站在你面前的，是个活生
生的人。 他们有非常平凡的一面，一个揭下标签的、打破

“人设”的状态。 比如王宝强，私底下其实是个很安静的
人。

新湖南：给大时代的奋斗者造像，具体实施过程中
有没有什么比较困难的地方？ 你如何破解？

谢子龙：遇到过很多困难，情况层出不穷。 首先，这
些嘉宾都是大咖，第一大问题就是沟通与认可，让他们
能够接受我们的采访和拍摄， 进行一次真正的心灵沟
通。

其次是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 几乎每个嘉宾都有时
间变更的时候，我自己也在经营企业，时间非常紧张，而

且在拍摄时，他们的时间都是按分钟算的，彼此间错过
了一分钟，可能就需要重新预约时间和地点。 完成40个
人的拍摄，足足用了7个月。

空间上，有很多拍摄，我们到了现场之后发现，那里
根本没有办法拍照，我们必须提前去踩点，确定好环境，
而且我们用的灯具都是电池类的， 因为很多现场想要找
到电源都不可能，或者是空间小，很难展开。我们想尽一切
办法去解决，让这个环境与拍摄对象发生真正的联系。

都是从草根一步步奋斗出来的

新湖南：为什么想要创作“幸福是奋斗出来的”这个
主题？ 你如何理解“幸福”？

谢子龙：最开始，作为一名企业家，企业运行得非常
成功；企业走上正轨之后，我就想回报社会。 我理解的幸
福不单是物质层面的积累，精神层面的追求会带给人更
多的幸福感。

所以，当时有几个想法，第一个想法就是做一个中
国最好的公益艺术馆，2017年9月16日，谢子龙影像艺术
馆正式对外开放， 这也是亚洲最好的影像艺术馆之一。
我希望它能有博物馆的功能，让人看到过去的历史。 我
们常说，“有图有真相，无图无历史”，我希望它能够让中
国的视觉记忆回归到中国来。

另一个想法， 是希望创作一系列自己的摄影专题。
2017年1月1日，我和几个朋友吃晚饭，听习近平总书记
的新年贺词，有感而发，当时就想，每年从习总书记的新
年贺词里提取一句话，将它变成一种视觉表达。2017年，
我创作了《撸起袖子加油干》摄影展，拍摄了全国88位劳
动模范；去年就是这组《幸福是奋斗出来的》，选取了40
位在不同领域通过自己的奋斗追求幸福的典型人物进
行拍摄。

新湖南：作为展览的策划人和创作人，如何将你对
“幸福”这种的理解贯穿到拍摄中？ 比如，为何是这40位
典型人物进入了你的镜头？

谢子龙：在拍摄之前，我们与联合主办单位南方周
末报社反复讨论，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拍摄清单。 最终选
择的群体，包含了商界、教育界、文学界、医学界、科学
界、体育界、艺术界等各行各业最顶尖的精英。

我在拍摄他们的时候，他们都已经在各自的领域取
得了成绩，但他们全都是从草根一步步奋斗出来，通过
努力奋斗去追求自己想要的幸福，这也是我的选取标准
和拍摄初衷。

拍摄过程中我发现， 他们共同的特征是都有“执

念”， 对他们做的事
情非常执着。 这是他
们成功的首要因素。
在我们的采访中， 他
们每个人都有很强烈
的感触： 他们成长于
这个时代， 政策的开
放让他们有了机会；
正是凭着各自身上的
那股子“劲”， 他们才
有了今日的成功。

今 年 创 作
《我们都是追梦
人》，回到年轻人
梦开始的地方

新湖南 ： 你是如
何让影像 “说话 ”的 ？
我看到展览中采用了
纯肖像和环境肖像摄

影两种不同的方式。
谢子龙：纯肖像摄影，我们可以非常真切地看到这

个人的脸部特征、表情神态，及其传达出来的强烈个性；
环境肖像摄影则通过人物与他们所处工作环境的融合，
场景化地体现“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用这两种方式记录、呈现同一个人，观看感受是有
区别的。 纯色背景下的纯人物肖像，人与你是直视的，你
会更多地关注人的状态， 从而产生一种直接的震撼力。
环境肖像其实是在描述这个人与他所处环境之间的关
系，因为没有人是脱离自己的环境而得到幸福的。

我还用到了视频，由人物自己讲故事。 当你看了这
个展览之后，你凝视他们，了解他们的内心，看到他们的
环境，同时倾听他们讲的故事，这个专题就完整了。 再通
过突破常规的展示形式，将人与人链接在一起，产生共
振，你就会感受到一种力量。

新湖南：创作完成这个项目之后，你现在如何理解
“奋斗”和“幸福”的关系？

谢子龙：是这样，奋斗了还要看机遇，但奋斗一定是
幸福的前提。

我们要感谢这个时代。 如果没有这个时代，可能这
一切都没有办法去完成， 或者幸福也没有办法去把握。
我们有了这样的机会，再通过奋斗去追求自己的幸福。

新湖南：2017年创作了《撸起袖子加油干》，2018年创
作了《幸福是奋斗出来的》，今年有什么重要的拍摄计划？

谢子龙：今年的计划会延续过去的方式，从习近平
总书记的新年贺词中提取一句话，作为拍摄主题。

今年我选择了《我们都是追梦人》主题。
但今年这个专题，可能会比过去有很大的变化。 梦

想有开始的地方，有实现的地方，我们依然会采用纯肖
像摄影和环境肖像摄影两种方式，同时拍摄这些追梦人
的形象，回到他们梦开始的地方。 今年还会采用大量的
文字和视频，比如搜集他们的相册、资料，用文献的方
式，讲述“梦想是怎么实现的”。

总之，今年我们的对象人群一定是年轻人。 可以这
样说，“劳模” 代表的是过去，“奋斗者” 代表的是现在，
“追梦人”代表的则是未来。

今年我们会集合这三个展，在中国美术馆做一个巨
型展览———《我们，中国人》。 并且还会在谢子龙影像艺
术馆做一场联展，就叫《老百姓》。

（谢子龙，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摄影家 ，收藏家 ，湖南省摄影家协会主席 ，谢子龙影像
艺术馆馆长。 ）

又见白鹭
刘代兴

那天在家中的厨房满身油烟地忙乱，忽然瞥见窗外
的小溪里，有几片白色的云霓在飞舞，像白莲花在水面
上盛开。 我眼睛一亮，惊叫起来：啊!白鹭。

我的家乡她被称为鹭鸶，我喜欢这种常见的身姿轻
盈的“小小鸟”。 小时候读王维的诗：“漠漠水田飞白鹭，
阴阴夏木啭黄鹂。 ”从此对白鹭心有戚戚然。 你想想，早
在一千多年前，她就成为鸟中的明星，云中的天使，进入
了田园诗人的眼帘，以她无与伦比的清纯与洁白，影响
了一代又一代的国人。 可是，很长时间以来，不知她去了
哪儿，难觅踪影。 我只能转身回家，在古典诗词中，偶尔
寻到她的芳踪。 她多像水中的仙子，站在如镜似鉴的水
中顾盼生姿，风情万种。 希腊神话中的纳克索斯，因自恋
而溺水夭亡，化作了水仙，我却一直认为，在中国他定然
是化作了鹭鸶。

喜欢白鹭，还因为童年的蒙昧。 小时候，在乡村的田
间地头，时常见到她的身影。 我们是一群野孩子，喜欢在
田野四处奔跑追逐。 见白鹭近在咫尺， 却又那么遥不可
及，真希望能够像她们那样，自由自在飞翔在云端。 像天
使一般，不仅有着优雅的身子，洁白的衣裙，还有一颗温
柔善良的灵魂，她们在不远处舞蹈、歌唱，在向我们招手
问候。 于是我们在田埂，在小溪边，在收割了庄稼后稻茬
满地的田野上，大声尖叫地追逐它，往往是满头大汗筋疲
力尽而声音嘶哑，但每次都无功而返，有一次甚至是狠狠
地摔倒在地半天也爬不起来，却还一边流泪，一边大笑。

搬来这小区已有十余年了。 这里曾是郊区，家门前
的这条小溪，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小天河”。 请想像
一下，在你居住的屋前，有一条小溪涓涓流过，夜里有叮
咚叮咚的水声从梦里潺潺绕过，会是怎样的逍遥而惬意
啊。 可是，过去这条小溪一片污浊，满是秽垢，垃圾成山。
风起的时候，会有一阵阵的腐臭在空气中扩散，刺激着
附近居民劳顿而紧张的神经。 每临雨季，洪水便会冲上
围堤，爬上低岸，伺机侵占他人家园。 小溪对面的那一大
块农田，自从数年前被圈起来以后，一直荒芜空闲在那
里，不长庄稼，只生杂草，群蝇乱飞。 鱼儿不见了踪影，鸟
儿更是销声匿迹，这曾是我长期的心痛。 我不是为自己
居住的小区品质低端而羞愧，而是为自己居住的这个城
市的环境而忧虑。

今年暑期，趁儿子放假回家，我带他与朋友们一起
去云南，从丽江骑行至大理。 沿途所见的自然风光，过目
皆成美景。 一路上见到的蓝天白云、雪山湖泊、山林绿
树、田畴豆苗、山花野果，无一不让人心醉，仿佛回到了
童年。 在大理的洱海公园沼泽地，同伴突然躲到一棵树
下，示意我不要吱声，悄悄地靠近他，我还以为他是发现
什么天象奇观。 他暗暗指点前面的水草地上，有几只白
鹭正在水里悠闲自在地觅食。 他让我猛然大声喊叫腾
跃，打破它们的平静。 他这是在策划排练一出“惊起一滩
鸥鹭”的戏剧，好让他拍摄白鹭展翅起飞那一刹那的美
妙情景。 在我的紧张配合下，同伴终于成功抓拍到白鹭
起飞时那动人的一瞬，这让我倏地穿越回到自己童年的
场景，我甚至想像，这是不是当年自己追赶的那一只白
鹭，如今，它已迁徙远方，在异地长大成家了。

不曾想过，回到家中，竟又能在窗台与她们不期而
遇。

近年来，小溪得到了疏浚，水更清澄了；两岸砌起高
高的堤坝，溪水不敢再撒野了；岸上种植了缤纷的树木
花草，生机盎然，绿意一片，让人呼吸更甜美了。 对岸那
片荒地上，叮叮当当立起了高楼，还拉通了沥青路，有了
欢声笑语，花香鸟鸣，更有并肩成双，依偎成对的身影晨
昏间在小溪边徜徉。 居住的地方，一天比一天舒适，心情
也一天一天舒畅。 见白鹭起起落落，在浅水里觅食，悠然
地漫步，或单足伫立，入定般修行，真像遇见久别的朋
友。 她们是从哪儿飞回来的呢？ 她们不会再离开了吧？

有鸟儿栖息的地方，也该是人们宜居的地方吧。 有
鸟儿相伴，岁月才会安好。 每天都要在厨房里转悠，做的
是饭菜，咽下去的却是时光。 白鹭让我明白：生活，不只
是厨房的油烟，还应该有像她们一样翩翩飞翔的诗意和
远方。

卢灵舢

这不是旅游
车晃了许久。 被晕车药抑制着的中枢神经懒洋洋地沉

睡，却被一声肯定式的疑问所惊醒：“这是到了吧？ ”
我闻声而起，眨着眼睛环顾四周。 中枢神经瞬间的兴

奋，让我知道它其实等待已久。
一道街，一座桥，一条河。 街旁商铺林立，各式各样，对

满足生活基本需求而言，可谓一应俱全。 我目不转睛地观
察着这个即将停留两天的小镇。 简单无比的环境，却因陌
生而显得格外新奇。 旅游是从一个自己活腻了的地方跑到
一个别人活腻了的地方，我突然想。 可这不是旅游，说成旅
游未免有些轻薄；但也不是重任在身那般的紧张，需要深
呼吸、做好心理准备。 或许应认真做好该做的事，观察，吸
收，思考，还有享受这份难得的时光。

下车，进房。 放完东西一起迫不及待地“出去转转”，一
条街没多久就快走到尽头；晚饭后又出门散步，沿着河七
拐八拐，小镇大致又被摸了个遍。 商铺早早关了一大片，女
人抱着小孩坐在街头，男人叼着烟慢慢踱步，老人拎着菜
匆匆往回走。 我不敢去想象自己长期生活于此，我不想带
着一种怜悯开始明天的工作，怜悯必然附着优越感和自我
中心的影子， 我只能尽量把它转化为对自我幸运的感恩，
转化为奉献的动力。

我的心被融化得一塌糊涂

第一次去烟溪完小刚好赶上放学。

孩子们叽叽喳喳地排队，老师声嘶力竭地叫喊，一群
小脑袋随着我们进门转过来， 大眼睛滴溜溜地往这里瞟。
顶楼的高年级大孩子们也忍不住好奇地探头向下，对上我
的视线，又有些害羞地转过去。

步入一二年级的走廊，一声又一声稚嫩清脆的“老师
好”随着我们前进的脚步此起彼伏，好似波浪。 没见过这样
阵势的我有些不知所措， 七零八落地回应着：“你们好”

“注意安全”“快回家”，表面上淡定地微笑着，心里早被融
化得一塌糊涂。

啊，这就是我明天要在讲台上面对的孩子。 看着他们
背着书包蹦跳着远去，我忽然对当下失去了实感，宛如飘
在棉花糖上。

晚上跟莉湘又排演了几遍课堂实操， 临时换了视频。
我似乎比她要紧张，在心里一遍遍复述与默念。 明明对于
当众讲话这件事也算身经百战，这次却格外没底。

二年级的孩子，今天去学校考察时，黑板上的板书还
是拼音。 这样小的孩子，能不能理解视频的内容，能听得懂

我们在讲什么吗？ 会有人积极举手回答问题，而不至于冷
场吗？

“姐姐，你下次还来给我们上课好不好”

担忧是有意义的，但似乎也有些多虑。 孩子们的积极
有些令人吃惊。 想必是这样的上课模式与内容少见，他们
感到新奇，一只只小手举起，或者在座位上就七嘴八舌地
回答起来。

一个蓝棉袄的小姑娘最让我印象深刻，上课总是坐得
笔直，回答问题也条理清晰，笑起来乖乖甜甜，看上去是标
准的“好学生”。 小姑娘上课时有个地方不懂，我一时难以
解释，让她下课再来问。 下课她挤到我身旁，眨着大眼睛问
我问题，认真汲取知识，孜孜不倦地钻研的样子，又让我融
化了一通，融出来的都是软软暖暖的蜜糖。

在门口，孩子们把给他们分发糖果的我团团围住。 有
的大胆找我要糖，有的羞涩地扯我衣角，有的大声喊“谢谢

姐姐”。 有位小姑娘抬头望着我的眼睛， 似乎是鼓足了勇
气， 快速说了一句：“姐姐， 你下次还来给我们上课好不
好？ ”我愣住了，一时不敢回望她充满期待的眼睛，不知如
何回答。

跨越山河4小时的跋涉遇到了你们， 一堂课， 一个交
点，然后离开，不知何日再见，这是可能性最大的结局。 我
想说些什么来敷衍，比如两个简单的字“好呀”，但又有些
说不出口。 我被人流推出门口，小姑娘的问题就这样消散
在空中。

也许我应该再回到教室，去给她一个答案。

未来，我还能再带来些什么

我能为这些孩子做些什么？
空调，电脑，金钱？ 物质的资助是简单的，心灵的资助

太难。
教育，在体制框架中持续着某些畸形的状态。 初中，高

中，大学，历经一系列军事化管理、填鸭式背诵、机械式刷
题和许多无意义价值的竞争后，教育能不能保证一个人的
灵魂在这些“磨砺”后依然发光？

我看着这些低年级的孩子们，总担心这样的灵魂在今
后被污染。 但总有一些善意、一些温暖，是种在孩子们心中
的种子，希望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太阳慈善助学基金会所
做的，也正是这样一些善意的播撒吧。

无法改变太多，但能尽力而为。
这次我带来了一堂课，一颗糖，收获了许多友谊，还有

可以与无奈数量等同的温暖。 未来，我还能再带来些什么，
收获些什么？

一段漫长的、走不完的路。 我要坚持走下去。

春节刚过不久， 东南大学日语专业
大四学生、志愿者卢灵舢，到安化烟溪镇
柘溪水库给烟溪完小二年级的学生上
课。

她在微信中留言：“分享一句最近喜
欢的话:� 不要害怕你的生活将要结束，
应该担心你的生活永远不曾真正开始。 ”
以下是她的感受、体验记录。

遇见他们，我的心融成了蜜糖

湘江对话

打破“人设”，为时代奋斗者造像
梦圆2020

———对话谢子龙

“搞怪达人”王宝强，现实中其实很安静；“铁娘
子”董明珠，爱笑、健谈、温柔；“商业大亨”柳传志，
是一个会说快板的“段子手”；“教育大咖”俞敏洪，
面对镜头很活跃，很“臭美”……

这与湖南省摄影家协会主席、谢子龙影像艺术
馆馆长谢子龙之前设想的，不太一样。 他们是各自
领域的精英，却都是从草根一步步奋斗走到今天。
用时7个月，谢子龙对他们进行拍摄，倾听他们的
故事，捕捉他们的神态，遇见他们揭下“标签”、打破
“人设”后的另一面。

近日，《幸福是奋斗出来的———中国精神·中国
梦影像作品展》在谢子龙影像艺术馆展出。 作为改
革开放40年的参与者、见证者、受益者，影像创作
者谢子龙以改革开放过程中各行各业涌现出来的
富有代表意义的杰出人物为创作对象， 选取40多
位典型代表， 以影像的方式呈现了他们的精神风
采。

这里有一个国家辉煌的传奇，也有我们每一个
人的故事。 近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对话谢子龙。
他说，为时代奋斗者造像，也要致敬为幸福奋斗中
的自己。

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李婷婷 实习生 瞿晨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