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肖欣

“再过3年，韩爹来我们八景，就满20年啦。他从来没在
八景过个年。我讲20年了，要破个例。韩爹说他就是我们八
景人，当然要在八景过年。”

初夏5月，记者来到汨罗八景，兰龙辉站在一座小院里
乐呵呵地笑，身边两丛紫色的绣球花也在雨中开得喜气洋
洋。

在汨罗市八景乡(现已合并至三江镇)，若说起“韩爹”
不晓得就是著名作家韩少功，只怕乡亲们会笑话你。 1999
年5月，时任海南省文联主席的韩少功和夫人，回到他曾插
队过的汨罗建起这座小院子“梓园”。八景学校的老师兰龙
辉成了他的邻居。

每年3、4月间， 韩少功从海口回八景，11月份再去海
口。

1971年的除夕，在汨罗插队6年的韩少功曾“决心逃离
农村。”45年后，冬飞海南，春回八景，韩少功与这片土地再
不可分。

为何归来？归来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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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乡亲们常说，“韩爹”来了，八景的风
水都好多了。17年间， 从八景学校走出去
的孩子，出了好几位博士、硕士。

梓园就坐落在学校里面，二楼阳台正
对着教学楼。 每天孩子们的琅琅书声，在
操场上小花雀一样蹦来跳去的样子，都会
落到韩少功的耳里眼里和心里。没免学费
的时候，每年开学，他都派夫人梁老师拿
着钱守在收费处，帮交不起学费的困难孩
子一个个交清。

有时候，正在写作的韩少功，会被夫
人从书房喊到楼下客厅里。原来他去学校
给孩子们上过作文课，胆大的孩子就拿着
作文本跑到家里来，请“韩爷爷”改作文。
有个叫兰绢的小姑娘就是他的常客，作文
还得过满分。现在大学毕业在长沙工作的
兰娟，仍记得“韩爷爷”坐在茶几旁喝着茶
给他改作文的样子。

当年跟着父亲到韩少功家作客的小
女生兰聪颖，今年考上了研究生。初一时
她曾因肾炎休学一年， 立志将来要当医
生。兰聪颖考上高中，韩少功特别高兴，专
程去她家送她一块手表， 鼓励她珍惜时
光。她舍不得戴，现在还锁在柜子里。

自从来到八景，韩少功最操心的就是
眼前的这座校园。

他掏了一万元给学校买文体设施，帮
学校搞起了阅览室。老岳父订阅并收藏了
几十年的《科学画报》都拿出来了，现在已
有好几千册图书；

学校要编校本教材， 他花了几个月，
挑了22篇作品，改写成适合孩子们阅读的
篇幅，每篇文章还花心思设计了两道思考

题；外国朋友来看他，他也要带到学校和
孩子们交流，让他们开阔视野；

专程来八景看他的一些读者在他的
影响下， 也积极帮学校解决实际问题。学
校课桌椅都是孩子们从家里搬来的，大小
不一不安全， 深圳女作家彭婧资助了279
套新桌椅；学校厨房太小，条件差，一位叫
欧阳荷芝的读者捐钱建起了新厨房。

现在，已是九年寄宿制的八景学校远
近闻名，甚至有城里的家长把孩子送来读
书。

“八景学校”的木牌，校名是韩少功题
的，校牌是樟木做的，风吹日晒雨淋，黄底
子上起了大大小小的黑斑，但学校舍不得
换。

正是午饭时间，礼堂里孩子们围着一
张张摆好饭菜的大桌子，吃得正香。记者
问孩子们：“你们见过韩爷爷吗？”埋头的一
排小黑脑瓜弹了起来， 眼神儿亮亮的：“每
年六一韩爷爷都和我们过节！”四一班9岁
的小陈霖说，去年六一参加合唱节目《歌
唱祖国》， 韩爷爷奖了一个蓝色封面的本
子给他。他最喜欢数学，这个本子他专门
用来做数学题，这次数学考试，得了个第
一。

校长黎军虎说， 每到六一儿童节，韩
少功都会拿出2000元钱给学校，让学校代
买一些本子书包奖给每个孩子。学校的文
艺演出，他也要从头看到尾。

一茬一茬的孩子就在六一欢快的歌
声里，在“韩爷爷”的眼皮子底下，呼啦啦地
长大了。他们听过他的作文课，得过他的
奖品，读过他编的书，扑腾着飞出了八景。

■人物档案

韩少功，1953年1月出生于湖南长沙， 毕业
于湖南师大中文系。1984年调湖南作协从事专业
创作，是“寻根文学”的倡导人。 后主编《海南纪
实》杂志，任《天涯》杂志社社长、中国作协主席团
委员、海南省文联主席等职务。 作品有《爸爸爸》
《马桥词典》《暗示》《山南水北》《日夜书》等，译有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惶然录》。 作品曾获多种
奖项，并被翻译成十多种文字共30多种译本在境
外出版。

肖欣

离开八景时回头远望， 尖尖角的梓
园屋顶渐渐融入越来越厚的大块绿色，
但我仍恍觉它像一枝含苞欲放的荷 ，
在我的眼波中荡漾 。 花苞里盛着一位
作家与一座村庄17载的茂密时光。 卷起
来， 是可以贴在心口的温暖与清香； 舒
展开 ， 是人人望得见根与魂的故土家
园。

因为韩少功， 八景的山水和人， 皆
由一种自然的草根的隐伏原生状态 ，
上升为一种书面的精神的人文图景 。
八景成为21世纪中国乡村一个富有意味
的符号 ， 一位中国作家精神能量与社
会良知的生动转换场。 他穿的黄鞋子，
他编的教材， 他办的图书室， 乡亲们可
感可触可入心 ， 激发了或许连他们自
己也不知道的某种言行举止与生活价
值观的变化。

兰聪颖这样的普通农家女孩， 慢慢
建立了信心与梦想； “村官” 李小红细
心记下韩爹的话 ， 不能做 “灰面手 ”，
不能贪一分钱； “意见领袖” 要学韩爹
“做奉献”； 平常翻翻黄历读点报纸杂志
的乡亲们， 也啃起了 《山南水北》 《暗
示》 ……

与修好一条路、 一座桥这样看得见
的乡村 “硬件” 建设比起来， 这是更细
微却更重要 、 也更艰难的 “软件 ” 建
设， 事关生活方式、 乡土伦理、 人心道

统的精神重建与修复。 美丽乡村的 “心
灵美”， 需要榜样的力量， 需要人文教
化的润物无声春风化雨。 倘若缺失了精
神的滋养， 乡村的路修得再宽阔、 楼建
得再豪华 ， 也只是无根失魂的一具空
壳。

在八景这个曾经孕育韩少功文学梦
想的精神原乡， 中年归来的韩少功不仅
带来了具有人文关怀和现代意义价值观
念的田野生长， 也成为乡亲们见贤思齐
的身边榜样， 而他自己则获得了接地气
的能量滋养。 这种双向改良令人期待韩
少功和八景彼此创造的新兴气象， 成为
书写在大地上的新鲜经典。

在屈子行吟的汨罗江边， 韩少功寻
文学之根、 守乡村之魂， 续接了湖湘文
化知行合一、 家国天下的源流， 亦令人
感怀上世纪二三十年代， 梁漱溟、 晏阳
初等主动走向大地和民间， 以期建设现
代化中国乡村的一代知识精英。

在 《山南水北》 中， 韩少功曾说：
“那些平时看起来巨大无比的幸福或痛
苦， 记忆或忘却， 功业或遗憾， 一旦进
入经度与纬度的坐标， 一旦置于高空俯
瞰的目光之下， 就会在寂静的山河之间
毫无踪迹， 似乎从来没有发生过， 也永
远不会发生。”

但我愿意相信心灵就是伟大的物
质。 山河所见， 大地为证， 韩少功与八
景， 一位中国作家和一座乡村之间灵与
肉的生发互动， 就在眼前。

� � � � 韩爹在八景讲实话，做实事，功德
无量。 一到八景，他就穿双黄胶鞋四处
走， 三四十里远的山尖尖上都去过。智
峰山脚下碰到一户人家有四个醒头（智
障人士），他马上掏出了1200元。刚来八
景时， 他在路上碰到一位老人挖石头，
说是要学愚公移山修条路， 他很感动，
马上就掏了5000块给村里买炸药，后来
帮着修成了村里第一条路。我当了村里
党支部书记去他家，他问我：平求，你想
做点什么？我说再修条路，乡亲们肩上
担子就轻了。他连声说好，好，平求我支
持你。福果路就是这么修起来的。他帮
着村里修起了“一大三小”四条路了。

敬老院从启动到现在，韩爹也操了
不少心。他经常要来转一转，有一次摸
了下老人的垫被，说太薄了，掏了1000
元， 要我买些软的海锦垫垫在床上。有
一回他从屋子那边游泳到水边上喊：平
求，你到我屋里来一下。我去了，他递给
我一个信封，是他到外面讲课发的2000
元钱。前年过了年回八景，他又拿报纸
包了2万元给敬老院。

———八景敬老院院长曾平求

韩爷爷对我的影响非常大。考大学
时填志愿，我征求他的意见，他说中医
是优秀的传统文化， 需要年轻人来传
承，建议我学中医。后来我考上了湖南
中医药大学，他很开心，还到我家送来
了奖学金。去年我放假回来，碰上韩爷
爷感冒咳嗽了一个多月，我没想到他要
我给他开个方子。我不敢，他说莫怕莫
怕，就拿我做试验。我大着胆子用鱼腥
草熬了个单方，第一次没经验，熬了好

大一碗水，但他都喝光了，后来又服了
几回，效果还不错。我非常感动，韩爷爷
敢吃我一个还没毕业的学生熬的药，这
是对我的信任，也是最好的鼓励。作为
八景的年轻人，对八景的乡亲们我一直
觉得自己是有责任的，我希望以后也想
像韩爷爷一样，为家乡做点什么。我一
直在努力。

———广州中医药大学在读研究生
兰聪颖

韩爹对环境保护很重视。 他常跟
我们讲， 一粒小电池要是烂到土壤
里，会毒死一大片土，害了子子孙孙。
两年前， 兰家洞水库成了水源保护地，
乡亲们觉得这说明水质好环境好，开
心。但是慢慢发现猪牛鸡鸭都不能养多
了，房子也不能盖了，日子怎么过呢？乡
亲们有些迷茫。 韩爹总是劝慰我们，水
源保护是好事，要一步一步来。他也常
跟我们商量， 还可以搞哪些新产业，既
保护环境又能让老百姓过好日子。他比
干部们还操心。

———八景学校老教师兰龙辉

2014年5月份 乡里搞群众路线教
育和村官培训，请韩爹去讲话。韩爹讲
的都是大白话，又有道理，大家最爱听。
他讲了三点， 我用小本子都记下来了。
比如第一点就是要一身正气， 不能贪
钱，不能做“灰面手”，要干干净净做人，
老老实实做事。比如做工作要“外圆内
方”，首先要讲感情，要对老百姓有一颗
善良的心，再来讲原则。

———大同村村主任李小红

� � � �韩少功刚来八景时，村里人有些疑惑：人人往城里跑，
他为啥住到乡下来？是不是犯了什么错？得知他是个大作
家，村里又传说他曾在人民日报上出过一个上联，全国人
民都对不出下联……

慢慢地，乡亲们发现这位大作家不仅穿“丑死人”的黄
胶鞋，还经常挑一担粪桶到学校的公厕去担粪泼菜。屋里
的桌椅连树皮都留着，比农民屋里的还“古董”。

再后来，乡亲们认定大作家就是自己人。那年道儿冲
水渠坏了，三四十亩田无法种，他就掏了5000元给村里修
水渠。为了乡里的基础设施建设，他先后向当地三任市委
书记写信“讨”过钱，有时还开起车子带村官们去“讨钱”。
有一回，福果路还没有修好，但扶贫队按规定马上就要走，
兰龙辉给已经去海口的他打电话，过几天，一封特快寄到
了有关领导案头……

有件事，韩少功和乡亲们念叨得最多，就是要保护环
境，不要乱丢垃圾。 兰龙辉发现，“韩爹”在八景这么多年，
自己家里的垃圾，从来不随便倒，都是要分类的，纸袋子旧
书报等给敬老院一位收垃圾的五保老人，其他的用蛇皮袋
装好，开车子带出去丢到废品站。好几次，兰龙辉看到他和
夫人梁老师，还有他的姐姐和姐夫，每人拿一个塑料袋子
一把火钳，在八景学校的操坪里帮孩子们捡垃圾。

� � � 但“环保”这件事，一开始乡亲们并不在意，附近乡
镇几家造纸厂乱排污水，也不觉得和自己有什么关系。
慢慢大家发现牛不能喝水，人洗个澡都全身痒，才想起
这就是韩爹说的“环境污染”，去找造纸厂评理，人家不
理会，乡亲们堵造纸厂的车子不准进，卡了三天。韩少
功好几次随电视台、政府人员一起去做工作，总算解决
了造纸厂污染问题。大家这才对“环保”有了切身的体
会。现在，学着韩爹也搞“垃圾分类”的村民多了，八景
学校每个班级更是严格实行。

如今，“韩爹”是八景最有“话份”的人。乡亲们信任他，
他讲的理都听得到心里去。

智峰村为修路规划吵吵闹闹，村长请“韩爹”来说了几
句话，解决了问题：做事要看长远，不要只看着眼皮子底
下。路不可能一下子全修好，有三年时间慢慢来。

“做事要看长远”“教好子女就是赚钱”……这些话成了乡
亲们口口相传的“韩氏名言”，“韩爹”也成了乡亲们的身边榜样。

去年修横洞路， 村里派兰益祥做些管理方面的事。兰
益祥是韩少功笔下“意见领袖”的原型，没想到这次他不仅
很积极，还一分钱工钱都不要。电视台采访他，他说“韩爹
讲奉献，我也要讲奉献” 。

■采访手札

书写在大地上的新鲜经典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扛着锄头写作”

� � � “我一眼就看上了这片湖水。”（《山南水北·扑进画
框》）

似乎能想象，韩少功刚在电脑里敲下的这行字，一转
眼就变成了有胳膊有腿的小人儿，一溜烟蹦到书房外的大
阳台上，扑通几声全跳到那一汪碧蓝中游泳去了。

韩少功的梓园，正是被这片他一眼看上的湖水———兰
家洞水库的碧波环绕。 这里的一景一物都活在他写的书
里，伴着时光一起长。脚下小径的青苔深了黑了，抬眼处竹
林的尖梢似乎又窜了几窜。楼梯角下，锄头、耙子等各式农
具，叫人想见戴草帽的主人在太阳底下流黑汗的样子。

迁居八景以来，韩少功的创作包括生活方式都向更广
阔的田野主动开放和沉降。他写下来的文字似乎也落地新
生，一种本色真诚的赤子情怀，如水顺势而流、随心而从，
也像眼下这座五月的梓园，春来就开花，秋至就结果，应时
而发，妥帖自然。

2014年1月， 韩少功在梓园创作的第三部小说《日夜
书》， 获得南方周末2013年度文化原创榜虚构类图书的致
敬：“将创作的智慧化为清冽的深流，以沉静、自然的素质，
体现了文学洁身自爱的能力。”在获奖感言中，韩少功称，
“这个时代的文学当然需要技巧、观念、知识、创意、灵感、
天马行空……但也许更需要一颗诚实的心，所谓‘修辞立
其诚’”。

八景的乡亲们看到的，就是一位“扛着锄头写作”的大
作家诚实的生活、诚实的心。

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大作家就是“自己人”

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韩爹讲奉献，我也要讲奉献……”

444444444444444444444444........................ “韩爷爷”和孩子们

韩少功：

寻文学之根
守乡土之魂

� � � �韩少功在菜园搭架子。 通讯员 摄

■众说新乡贤

“韩爹在八景讲实话， 做实事”

� � � �韩少功（右）与乡亲交谈。 通讯员 摄

� � � � 5月的梓园，绣球花开得热闹。 湖南日报记者 刘桂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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