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衡光：

周家大院
守望者

■人物档案

周衡光，男，号红玉洞人、楼兰居士。
知名书画家，传统文化传播工作者。

1930年农历正月初九出生在湖南
永州市零陵区富家桥镇涧岩头村周家大
院子岩府。 1936年，入周家子弟学校（即
周家私塾）读书两年。 其后，在零陵区读
高小、初中、高中。 1950年考入当时的零
陵县人民银行工作。 1955年到新疆，先
后就职于人民银行焉耆回族自治县中心
支行、库尔勒市计委（发改委）。 1990年
退休。 2002年回到零陵区，2004年定居
周家大院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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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惠芳

这些年，我一直在琢磨一个词“怀旧”。“怀
旧”到底有几层意思？

在某种境遇下，“怀旧” 被视为一个人年纪
大了，心态老了，才有缅怀过去、留恋过去的情
绪。“怀旧”甚至被当成贬义词。

从事记者30余年， 我走遍了三湘四水。近
年来，特别喜欢看看古镇、古村、古巷，包括古建
筑与遗址。有时候，我也怀疑自己是不是落入了
“怀旧”的“圈套”之中，是不是也老了。

但，一种感觉占据了主导的地位。我固执地
认为，“怀旧”是一种美德、一种对传统的回溯、
一种心里的乡愁。

印象中，湘南更适合“怀古”。“古”的东西，
保存得较好。周家大院就是一个典型。

去年9月，我第一次到周家大院，六大院都
看了，但属于“走马观花”。主要是没有接触一个
人，一个关键的人。

这个人就是周衡光。
周衡光是周家大院最老的人， 是见证周家

大院最久的人。
跟着周衡光又走了一回周家大院， 感觉硬

是不同。不仅仅是他引经据典，不仅仅是他传经
送宝，不仅仅是他给左邻右舍宣扬“孝、悌、忠、
信 、礼 、义 、廉 、耻 ”，还在于他的个人修为与品
行，影响了邻里乡亲。

为什么周衡光72岁还要回归故土？ 为什么
他86岁还不辞劳苦地“游学”大院？只是因为“叶
落归根”？只是因为“怀旧”吗？

读私塾出身的周衡光，走南闯北，也见过世
面。他最终选择周家大院，终其一生，是因为传
统文化的积淀与感召， 是因为淤积于心的乡愁
需要排遣与稀释。他找到了自己的方式，并乐在
其中。

我对“怀旧”的固执感觉，在周衡光身上得
到了印证。

周家大院前面有一条河，叫“贤水河”。贤人
在，流水长。

站在子岩府天井里， 望着被飞檐切割的天
空，白云飘过，我不禁浮想联翩。

坐井观天，是带贬义的成语。故步自封，缺
乏创新，当然不对。但换一个角度看，这“井”值
得探究。 一个家族， 一个古村落是不是一口井
呢？传统文化、良好家风，就是由无数这样的井
构成的。每一个人守望着这样的井，每一个人坚
守着这样的井，大有益处。

天时地利人和。周家大院就是一块“风水宝
地”。

周家大院一直姓周，姓了几百年的周，围着
吉祥，围着和谐。

10余年来，周衡光守望着周家大院。也许，
他不能给周家大院、给周氏子孙带来物质享受，
但他正在留下精神财富。 被传统文化感召的老
人，也在感召身边的人。

周衡光是老了，但心态不老。这方水土滋润
着他，诗书画滋润着他，传统文化滋润着他。

正如周家大院风火墙的花纹，沧桑而年经。
大自然的风化，成就了绝美的工笔。

“周老这样的人
越多越好”

我在村里当支书，当了22年。1999年，周老
回周家大院时， 我们有过交道。 周老正式住回
来，也有10多年了。

感觉最深的是周老性格好， 身体好， 有文
化，有头脑。

涧岩头村有240多户，周家大院就占了160
多户。90%姓周。周老每家每户都去过，讲典故，
讲道理，送册子，送对联。很热心，爱帮忙。说句
话，有分量。村里好多事搭帮他照应。

———涧岩头村支书周新花

周老回来后，我一直跟在他身边。一是照顾
他，二是学点东西。

周老的老伴去世多年。一个儿子在厦门，一
个女儿在新疆。不过，周老身体好。退休后，从来
没有住过院。

按过去的说法，周老就是周家大院的族长。
德高望重。村里人都听他的。

周老还喜欢参加书画笔会。 我陪他出去过
很多次。他说，人老了，更要学习。

———侄女婿、书画爱好者刘维

伯伯是文化人，不像我这个大老粗。我最佩
服的是伯伯的本事，什么都懂，什么都会。写诗，
写字，画画，样样好。

伯伯在周家大院有地位，有影响，我也跟着
沾光。

———侄儿周明芬

做人就要做周老这样的人。 要学就学周老
这样的人品。

时代变化了，很多东西更新了、消失了。但
民族的根不能丢弃，传统文化不能消亡。这是我
们的精气神。

周老最可贵的是，以身作则，尽自己最大的
能力，在保护，在传承。

周老这样的人越多越好。
———永州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蒋三立

（湖南日报记者 陈惠芳 整理）

湖南日报记者 陈惠芳 何国庆
通讯员 蒋蒲英 杨万里

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这对于久居城市的人， 或许是一种正

在实现的梦想。
但，生活在古老村落的人，却是“家常

便饭”。举手投足，都是山水相依。那种乡愁
就在身边。

周衡光就是被乡愁萦绕的幸福人。
“耕读传家”家风熏陶周家大院500余

年。生于此、离乡几十年、最终归于此的周
衡光，以守望者的姿态，成为周家大院一个
不可替代的文化坐标。

周衡光今年86岁， 是周家大院最年长
的人。

周家大院在湖南永州市零陵区富家桥
镇涧岩头村。依山傍水。依的是锯齿岭，傍
的是贤水河。

周老86岁，一点不显老
这个地方，曾叫过“何仙观”。八仙过

海，各显神通。传说中，“八仙”之一的何仙
姑就在红玉洞修炼成仙。

一方山水养一方人。
6月2日，第一次拜见周老时，记者很是

惊喜。
86岁了，虎虎有生气。脸色红润，步履

轻盈。一点不显老。
“伯伯生活很有规律。不抽烟，不喝酒。

晚上10点睡觉，早上6点起床。要么写字，要
么在院子里转转。”周老的侄儿周明芬笑了
笑说，“伯伯快要成仙了。”

这些年一直跟在周老身边的侄女婿刘
维接腔：“周老脾气性格好， 冒看见他发过
火。青山绿水，环境好。他不高寿，谁高寿？”

采访结束在周家大院旁边的一家小餐
馆吃晚饭。周老连吃了3碗饭，胃口真好。

“游学”大院，乐此不倦
当天上午，周老正在子岩府练字。涧岩

头村支书周新花走进来对周老说， 一个朋
友的小孩要参加高考，求他一幅字，讨个吉
利。周老爽快地写了“耕读传家”。周老写得
最多的就是这幅字。

天井处凉快。外面的太阳大，热。周老
说，要出去走一走。出门时，连草帽也没戴
一顶。走出子岩府，穿过一片青翠的田野，

往右拐，走一段就到了老院子。周老说：“这
是周家大院‘年龄最大’的院子，老掉牙了，
但越老越有价值。”

周老介绍说，老院子是周家大院创基始
祖周佐的院落。周佐仅有一个庠生的功名。周
佐生有三子。 老三周希圣于明神宗万历十七
年（1589年）考中进士，成为涧岩头周氏家族
第一位士子。 周希圣官至户部尚书。 父因子
贵。 周佐被明朝廷诰封了一个刑部右侍郎的
荣誉称号。 周希圣盖起了第二座宅院———红
门楼。周希圣长子周自稷官至四品，曾任顺天
府通判。周自稷在红门楼以东30米处，又兴
建了一座宅院，即“黑门楼”。将大门漆为黑
色，以别于红门楼。周家后人将红门楼与黑门
楼并称为“尚书府第”。

周希圣的第九代孙周崇傅“横空出
世”，便有了子岩府。“四家大院”是清末民初
周家大院最后一座宅院， 由周正琪四兄弟
修建，也是周家大院著名的“官商豪宅”。其
中，炮楼与“培园书院”最引人注目。

周家大院占地近100亩， 总建筑面积达
3.5万平方米，被誉为湘南的“民间故宫”。名
气大了，来参观的人越来越多，周老当起了导
游。从子岩府出发，到老院子、红门楼、黑门
楼、四家大院、新院子，再走回子岩府……年
复一年，周而复始。周老说：“几百年前，周
家始祖也仅仅是一个识文断字、 粗通文墨
的读书人。 一个家族兴旺发达， 靠的就是

‘耕读传家’。勤劳持家，读书为荣。这是中
华民族的优秀传统，要不断宣扬。”

周新花说：“周家大院住了这么多人，
一直和睦相处， 但有时候难免有些矛盾与
误会。周老出面做调解工作，大道理小道理
都讲。他讲句话，比我们村干部还管用。德
高望重，乡亲们信服。”

回到子岩府，周老意犹未尽。他说：“如
今，年轻人玩手机，上网络，看新闻。这是好
事，大势所趋。但不要忘了传统，忘了历史，
忘了祖宗留下来的好东西。家史、国史，都
要懂一点。每次，看到一些年轻人来周家大
院参观，我就高兴。我带带路，讲一讲，再累
也愿意。”

子岩府“雅居”，诗书画一体
背靠贤水河，正对着周家大院，子岩府

右边的一排房子，叫“雅居”。
这是周老的居所。“雅居” 两个字是周

老的弟弟周克强书写的。

周老家是个大家族。4兄弟，4姐妹。上
有两个姐姐， 周老是长子。4兄弟，3个是书
画家。

“雅居”走廊上，周老书写的李白《将进
酒》匾额很醒目。周崇傅画像下的两把靠背
椅也“充满了诗意”。一把刻着“两袖清风处
世 一身正气为人”，另一把刻着“书山有
路勤为径 学海无涯苦作舟”。这都是周老
书写的。

片刻，周老搬出了一大堆获奖证书、小
册子。

这些小册子，都是他自己掏钱编印的。
有介绍周家大院的年历式小画册， 有题为
《濂溪家风》的周崇傅书法作品册，有打印
的各种资料……

他还把一幅一幅书画作品， 翻拍成照
片，送给参观的人。

6岁练书法，练了80年
500余年前，宋代理学鼻祖周敦颐的后

裔从永州道县迁入。周氏子孙恪守“一等人
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的祖训。周敦
颐的《爱莲说》是名篇，“出淤泥而不染”的
理想与品格激励后人。

周衡光是周敦颐的后裔、 周崇傅的曾
孙。

周崇傅何许人也？周崇傅字少白，号子
岩。左宗棠收复新疆时，周崇傅就是部将。
左宗棠“抬棺西征”，周崇傅督办军需。官场
几十年，周崇傅曾“乞归永州”，主讲苹州书
院。后世评介他“刚正清廉，能文能武”。

“我就出生在这里。”周老站在子岩府
的空坪上，指着一栋旧屋说。他又指了指脚
下的空坪：“那是正屋，这是偏房。偏房也要
恢复原貌才好。”

“周家私塾，读了两年。6岁练书法。”周
老说。

周老练了整整80年的书法。
逢年过节，或左邻右舍办喜事，周老都

要写上几幅字送人。唐诗宋词，警句格言，
应有尽有。邻居们讲周老有学问，随和。

入疆47年，回归故土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周衡光是周家大院最年长的人。 德高

望重。
周家大院有宝，有福，有底气，有底蕴。
其实，周老并不一直在周家大院。很长

一段时间，他在新疆。
周老找出了一张照片给记者看。 照片

上标注：“湘省第一届体选衡阳专区代表队
55.5”。

“我是左边第一个。”周老指着照片说，
“这是篮球队。打完比赛，回家吃了碗粥，就
往新疆赶。新疆那么远，妈妈都掉眼泪了。”

《论语·里仁》曰：“父母在，不远游，游
必有方。”

周衡光是长子，是孝子。长子要成家立
业，孝子也要出远门。

“游必有方。我当然是有方向，有目标
的。”周老很洒脱，也很风趣。当时，他谈了
一个对象，是新疆八一农学院的学生。

“拿时髦的话说，也是为了爱情。”周老
点到为止。

1950年， 读了14年书的周衡光考上了
当时的零陵县人民银行， 还当了篮球队队
长。1955年，由湘入疆。零陵，长沙，甘肃武
威，新疆焉耆。搭汽车，坐火车，再搭汽车，
花了半个月时间。

“那时候，没有什么文件，就凭一张路
单。上面写着‘请沿途各站放行’。”周老说。

从焉耆到库尔勒，再退休回到焉耆，周
老在新疆呆了47年。

“库尔勒”维吾尔语意为“眺望”。周老
一直在眺望故土。年纪越来越大，乡愁越来
越浓。

2002年，25岁入疆的周衡光，回到了永
州零陵区。时年72岁。他的两个弟弟和女儿
留在了新疆。回到零陵不久，周老干脆搬到
了周家大院，住进了雅居。

“回来主要是想做点传统文化传播。”
周老说，“永州文化底蕴深厚， 像周家大院
这样的古村落有不少。 家底厚，
不传播，不传承，慢慢地就会变
薄。”

周老仿刘禹锡的《陋
室铭》， 写了一首《家风
铭》。 其中有这么几句：
“观不在高，有仙则名；院
不在雅，有气则灵。耕读
世家，清风满盈。”

阳光风雨中，周家大
院静谧地镶嵌在永州之
野。

日出日落。 一个老
人，还在守望……

■众说新乡贤

■采访手札

贤人在，水长流

� � � �航拍周家大院。周家大院古建筑群由老院子、红门楼、黑门楼、新院子、子严府、四大家院六组民居宅院组成。贤水河从前面蜿蜒流过。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摄

� � � �周衡光（右一）经常和大院里的老乡聊天。 湖南日报记者 刘桂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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