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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退休老人
坚持奉献爱心

“啥回报都不要”

向大爷小时候住在江北区郭家沱附
近。1964年，还在读初一的他，加入了学
校兴趣班，每天下午4点半放学以后学理
发。

“那会儿我们去理发，游摊价格一毛，
理发店一毛五。学会理发以后，这钱就省
下来了，同学之间你帮我理发我帮你理
发。”向大爷说，初二那年，住在同一幢楼里
读高中的邻居哥哥，为了鼓励他认真学习
理发，挨家挨户上门，倡议每家出点钱买了
一把山城牌手推剪送给他。

这把价值3.8元的手推剪，让向泽明走
上了助人为乐之路。自那以后，整栋楼无
论谁家有人要剪头发，只要喊一声向泽明，
他马上准备好围裙和手推剪就去了。“爸爸
都说，我是钻在里头去了，太喜欢剪发了。”
向泽明说。

因为帮人理发不要钱，手艺也越来越
好，向泽明的名气越来越大。“爸爸对我说，
既然别人信任你找你理发，你就应该把这
个事坚持下去。”

那些年帮人理发收获的感谢，也成为
向泽明成年参加铁路工作的动力。他说：

“无论顺境逆境，我都相信，陌生人给我的
微笑和感谢，是发自肺腑的。”

由于工作出色，向泽明于1973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在铁路上一直干到2008年退
休。闲下来的日子，该干点啥呢？一次，向
泽明去看一位老同学，因为车祸，老同学住
在养老院，理发、洗头都成了难事。

“老哥哥，要不，我给你剪个头发吧。”
向泽明说。听到这话，老同学眼眶里一下
子涌出泪水。

“我给他剪，我的眼里有泪，他的眼里
也有泪。”向泽明说，回家后好几个晚上，他
都睡不着，“不行，我还是要把理发手艺捡
回来。”

第二天一大早，向泽明拎着手推剪，来
到离家不远的祥龙养老院，问工作人员：

“我帮你们这里的老年人免费剪头发，啥回
报都不要，行不行？”

起初，有人不信，直到向泽明把党员证
拿出来，大家才信了。

现在，向泽明服务的地方包括佑恩养
老院、滩子口日间托老中心、石坪桥夕阳红
第二分院养老中心等，生活在这些养老院
的老人总计千人左右。“只要有五六个人想
剪头发，我就去。”向泽明说。

向泽明可以使用免费卡坐公交车，他
说：“以前到石坪桥，先坐823到大公馆，然
后走路去养老中心，往返4块钱。现在钱
节约了，我准备多找几家养老院做好事。”

这些年，向泽明免费理发用坏手推剪5
把、电推剪2把，都珍藏在家里。“帮多少人
理过发？我也记不起了。”向泽明说。

“做事特别认真”

平时除了剪发和唱歌，向泽明还喜欢
打乒乓球。

前几年一个夏天，向泽明打完乒乓球，
想在路边买把扇子。没想到，平时卖2元
的扇子，贩子要价5元。

向泽明正想递钱过去，小贩又说了一
句：“恁个热的天，就是10块钱一把，也不
愁卖。”这话把向泽明气得够呛，“一把扇
子，坐地起价还说这么难听的话，我就不信
了。”说完，他转身就走。

回家路上，刚好遇到一家门店因为装
修正在锯竹子，大堆边角料扔在路边。向
泽明抱了一些回去，阴干、劈开、打磨，削成
扇把子，在把子上钻孔，再把家里的广告纸
缝在扇把上。固定扇身，在外侧糊上面纸，
静放一个晚上——扇子就做好了。他抱着
一堆扇子去打乒乓球，打完球以后，把扇子
发给大家。“看着大家拿着自己做的免费爱
心扇，再回想那天小贩说的话，我这番苦心
总算没白费。”向泽明说。

后来，向泽明又做了不少扇子送给合
唱团的人。为了支持向泽明继续做好事，
拿到扇子的人都自发地为他寻找广告纸。

据不完全统计，这些年，向泽明自己做
扇子送出去9000多把。

黄桷坪街道唐家湾社区书记覃晓黎告
诉记者，除去免费理发、做扇子送人这些
事，社区只要举办献爱心活动，向泽明总是
跑得最快的。“哪里像个大爷，动作比年轻
人还快，做事特别认真。”覃晓黎说。

“习惯了别人给我的微笑”

向泽明的家，是上世纪80年代修的老
房子，阳台比较小，晾晒被套比较麻烦。

一次，向泽明在杨家坪新市场看到一
种被套夹，由两块长约90厘米的竹板组
成，竹板中间钻洞，洞中间穿铁丝固定，像

一个衣架钩。竹板两头再钻孔，有4个夹
子。把洗好的被套夹在夹子上，挂在小阳
台上也容易晾干了。

看到这个产品，向泽明顿时来了兴趣，
先把别人家不要的竹凉板搬回家。看到这
一幕，妻子周雅文不乐意了：“你又去哪里
找那么多破烂，拿回家做啥？”

“亲爱的，你不懂！”一句甜蜜回答，让
周雅文接不上话来。

一阵叮叮当当拆卸之后，向泽明把凉
板上的竹板一块一块取下来，锯成同等长
度，烧开水把竹子烫了又烫，打洞，穿铁丝
——第二天上午，周雅文看见他拎着自己
做的被套夹出门了。

“你要拿去卖钱？”妻子调侃他。
“我送人，送给我们邻居。”向泽明说。
“这些年，送出去的被套夹不计其数。”

周雅文告诉记者，女儿在杨家坪华润二十
四城买了一套大房子，为父母也准备好了
房间，因为向泽明舍不得扔掉这些做好事
的家当，又怕在女儿新家锯锯割割弄脏房
子，结果，搬了一半的家又搬了回来。

这么多年怎么坚持下来的？“习惯了！
习惯了做好事，习惯了周围邻居，习惯了别
人给我的微笑，我就知足了。”向泽明说。

给大家做小阳台被套夹

一把刀轻轻划过去，只听“嘶”
的一声，厚厚的竹板变薄了不少
——68岁的向泽明左手托起竹板
放在左眼前，右眼紧紧地闭上，
“嗯，差不多光滑了，再打磨一下就
好。”这些竹板是做扇子的材料。2
月19日，正月十五，位于九龙坡区
黄桷坪官家林的铁路职工家属楼
里，向泽明正在为做扇子准备材
料，赶在天热前做好送给大家。

退休10年来，向泽明做好事
成了习惯，他的故事也在邻里间传
开了。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王
渝凤 毕克勤 摄影报道

为养老院千名老人理发

制作9000
把扇子免费送

“喊我停下来，我很难受”
对于向泽明大爷来说，家里的负担

其实不轻松。
90岁的老丈人一起住，因为年龄大

了，夜晚还会大小便失禁。但无论多
晚，隔着屋子的老丈人只要一喊他，向
泽明就能马上起床，为老丈人换衣服、
裤子、床单。

68岁的妻子周雅文，饱受骨折等多
种病痛折磨，连做饭都成难事。

外人眼里，向泽明喜欢唱歌、打乒
乓球，经常给养老院老人理发，经常做
扇子、做被套夹送人。在家里，向泽明
买菜、做饭、洗衣服、照顾妻子和老丈人
……他觉得很充实，“我已经习惯了这
样的节奏，喊我停下来，我很难受”。

向泽明家里没有贵重电器等，但为
了做好事，舍得花钱买电钻、电推剪以
及各种配件，这些年起码1000多元。

“没得他这份爱心，也不可能有我
和父亲的今天。”周阿姨告诉记者。

起初有人不信，直到他把党员证拿出来才信了

10年
▶自制扇子▲小阳台也能用的

大衣架

◀为邻居免费理
发（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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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争一口气”

地处渝中区大坪的时代天街商住楼
里，藏着一个名叫魔咔影像的工作室。最
近，黄安鹏和李化把客户的片子交付后，总
算空闲了几天，昨日才有时间跟记者聊起
近期出品的《大重庆》。

“没办法，我们也要吃饭嘛。”这是黄安
鹏的开场白，他说的吃饭，是在四川、陕西、山
西、新疆等地为当地城市创作视觉影像，是
商业性拍摄。另外，也有公益性拍摄，比如
《大重庆》，纯粹为家乡重庆拍一部风光大片。

“拍摄《大重庆》的出发点，甚至是为了
争一口气。”黄安鹏说，2007年前后，他和赵
鑫等朋友开始接触延时摄影，通过不断试
手，到2014年已经创作了一些小有名气的
作品，比如《韵律重庆2014》。当年，一家德
国电视台也在制作一期关于重庆的节目，联
系到初创的魔咔影像工作室，希望使用《韵
律重庆2014》一些延时摄影素材。双方沟

通时，德方人员问：“这是不是你们拍的？”
黄安鹏说，对方这句话，的确反映当时

国内延时摄影行业还在起步阶段，技术不
成熟，以重庆为主题的作品更是少得可
怜。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不也证明《韵律
重庆2014》拍得很好吗？

“这是不是你们拍的？”是刺激，也是激
励。魔咔团队当年决定，拍一部更厉害的
延时摄影大片。“我们把其他城市都拍得这
么漂亮，不把自己家乡拍得更漂亮，出去怎
么好冒皮皮（吹牛）？”

“矿泉水晒热泡面吃”

为了这口气，谁都没想到，一拍就是5年。
从2014到2018年，魔咔团队8位主

创穿梭于重庆各个角落，目睹一次次日出
日落，攀登一座座高山顶处，沉浸在一个个
云雾山中，5年拍摄超过600000张高质量
RAW照片，汇成1200个独立延时摄影镜
头，10个月后期处理RAW序列时间。

因为夏天空气最通透，绝大部分时间，
他们都得顶着酷暑拍摄。高温酷暑，摄影
团队只能靠药品降温。“我们把重庆的藿香
正气液都喝贵了。”李化一边开玩笑说，一
边给记者算了个账——别人一盒一盒的
买，他们是一件一件的买。平均下来，每个
人每天都要喝几支。

延时摄影的特点，决定一条素材需要
守候几个小时，关键时刻还得憋着尿不上
厕所。想拍出震撼人心的大景致，登高楼、
上高山也是必需。

解决饮食的办法也叫人哭笑不得。“这

么热的天，如此多的设备，谁还想带保温
杯？就把矿泉水晒热了泡面吃。也不管水
温高不高了，能把面泡软就不错了。”李化说。

《大重庆》当中，大礼堂、洪崖洞、大剧
院……一个个重庆地标呼啸而过；长江索
道、轨道交通……最能反映重庆特色的出
行方式一个不差；CIC（天和国际中心）、
WFC（环球金融中心）、喜来登双子塔……
一幢幢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把充满现代
感的山水之城体现得淋漓尽致。

不少网友表示，这条片子也可以叫做
《重庆的一天》——从第一缕阳光掠过南山
上的大金鹰，风云变幻间，镜头把重庆的建
筑、山水走了一遍；再到傍晚时分，渝中半
岛宵灯亮起——时间大跨度下的变化，正
是延时摄影的魅力所在。

为了捕捉到重庆的日出，摩咔团队常
常凌晨三四点出发，一直干到晚上10点。

“看着累吧，如果能拍到满意的素材就好。
如果不行，第二天又出发。如果天气、光线
条件发生变化，又要再等，甚至可能等到第
二年夏天。”李化告诉记者，极具层次感的
重庆天际线，是《大重庆》不可缺少的元素，
摩天大楼几乎每年都在变得更多长得更
高，因此，同样的机位，从2014年到2018
年必须不断更新素材。

按照摩咔团队几位摄影师原来的估
计，《大重庆》本该在2016年推出，可好事
多磨，竟然延后两年多。

“正片推出前不剃须”

从事版权法律事务工作的罗先生，日

常要与许多重庆宣传片打交道，可谓阅片
无数。之前看过《韵律重庆2014》后，一直
期待着魔咔创作的新作品。

“我看过不少重庆城市风光片，这个团
队的延时摄影确实算得上独树一帜。之前
的《韵律重庆2014》，可以说是第一个系统
采用延时摄影手法拍摄重庆的风光片，让
我感到惊艳。”罗先生说，他注意到，延时摄
影正在重庆慢慢普及，“但是，《大重庆》有
着自己的鲜明特色，摄影师通过对天气的
苛求、对云光的把握，把重庆大山大水的美
丽之境呈现到极致。都说一花一世界，他
们的片子则是一镜一昼夜。”

记者注意到，《大重庆》视频发布之后，
网友留言当中有不少相同意思的话：“赶紧
把水印去掉，我要截图做壁纸！”

外界好评不少，可魔咔团队认为，《大
重庆》还没有达到自己满意的效果。

黄安鹏给记者提到了最初的一个设
想：“一开始，我们希望把静态的人和动态
的延时景致做结合，一静一动更有故事
性。或者，是把整个大重庆囊括进来，比如
我们拍罗汉寺，又延伸到大足石刻；拍杨家
坪的重庆动物园，又延伸到永川的乐和乐
都。想法很好，但又怕大而不全，给观众一
种审美疲劳。所以，我们先剪出主城篇，今
年底前再推一个区县篇。”

魔咔团队今年真的能再推出一部令人
惊艳的片子吗？李化笑了，他说：“我们在
2016年一起蓄须明志，正片推出前不剃
须。上个月剪胡子，都垂到胸口了。”

这一次，不知道他们又要想出什么办
法，逼自己一把。

一个年轻团队
坚持拍摄家乡

10个月后期处理RAW序列时间

“爬到山顶，蚊虫多得很。”黄安鹏
说，大夏天拍摄，最怕蚊虫，不是怕蚊虫
咬人，而是怕临近拍摄结束时，蚊虫扑
上镜头，让4个小时的努力全都白费。

昨日，黄安鹏告诉记者，他和伙伴
们通过的延时摄影作品《大重庆》，虽然
第一波主城篇只有4分45秒，然而，这
短短几分钟视频的来之不易——8个人
为此忙活了整整5年。

重庆晚报-
上游新闻记者
李卓然 文 受
访者供图

在不少业余爱好者眼中，延时摄影就
是把摄像设备固定放在一处一直拍。

魔咔团队的办法是，用脚架把单反相
机固定在一处，每8秒（根据天气、光线、云
的流速略有变化）拍摄一次，拍摄250张算
一个镜头，后期剪辑出10秒左右素材。“拍
摄日出日落等时间跨度较大的景色，需要
上千张照片。”黄安鹏说，这是最基本技巧，
进阶则需要移动器材，通过轨道或者多机
位拍摄等方式，拍出动态景象。

“起初不知道怎么学，就在网上找国外
教程，但能学的也有限，只好自己摸索。”李
化说，现在，他们从网上能学的技巧已经不
多。“即使是国外教学视频，也只是在特效
和剪辑方面给我们一些灵感。”

李化自行设计支架等设备，鼓捣出一
套360度VR延时摄影系统，4台相机同
时拍摄。他说：“戴上VR眼镜，无论往
哪个方向看，都是会动的延时摄影。”

黄安鹏给重庆延时摄影爱好
者推荐了几个经典取景地：“要
拍大全景，还是南山上的铁塔
和老君洞。要拍日出，建议
到黄花园大桥和菜园坝大
桥。想拍更大的景，可
以去歌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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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设计 360度 VR延
时摄影系统

60000
0张高质量RAW

照片

1200个
独立延时摄影镜头 5年

制作延时摄影作品《大重庆》，受到网友好评

▲多机位拍摄

◀爬脚手架上
树，哪儿高上
哪儿拍。

▲拍摄主城

◀下雪天拍摄

◀在山上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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