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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看到麻风病康复
者，张馥兰说不上害怕，只是觉
得陌生。

那张脸已经扭曲变形，鼻子
坍塌并陷了进去， 嘴巴歪了，合
不上。 他伸过来的双手手指残
缺，说话声音颤抖。 再早五六十
年， 他们被称为“风吹来的魔
鬼”。 在没有更有效的治疗方法
前，隔离是当时防止麻风病传染
的方法———在山里， 在孤岛，一
座座的“麻风村”建起，用来专门
收治麻风病人。

张馥兰在大学二年级的这
一年，走进了这些麻风村。 联合
治疗法出现以后，麻风病早已经
不需要再进入医院隔离治疗了。
还留在村里的人病好后被称为
麻风病康复者，平均年龄 70 岁。
她解开自己的种种误解，陪伴这
些老人， 听他们絮叨以前和现
在，从此开始做麻风病口述史。

大学毕业后，张馥兰全职投
入其中。 老人说，她来记，一点点
地把病痛的折磨、豁然的时刻写
下来，看到“有血有肉的生命个
体”，也体悟坚忍的人生。

“你不害怕吗？ ”

关于为什么做“麻风村口述
史”， 张馥兰可能说了许多遍这
个故事，以至于和她在众筹文案
上写的并无二致。

2012 年冬天，张馥兰加盟了
致力于改善麻风康复村生活环
境的家工作营协调中心，跟着十
来个大学生去了湖南吉首市凤
凰县麻风康复村。 当时她只知道
麻风是一种病， 至于是什么病，
有什么历史，她不了解，但好奇。

同行的志愿者提示，尽量不
要去问老人以前的经历，免得碰
触到他们内心伤口。 这个极为荒
凉、每个人伸出手脚来都是残缺
的村子， 实在是一个陌生的世
界。 张馥兰小心翼翼，不敢靠近。

有个吴大叔右脚截肢了，一
个人拄着拐杖提水、 洗衣服、烧
柴煮饭。 冬天天冷，大家围着火
炉取暖，他总是把烧红的木炭往
志愿者那边移。 张馥兰是志愿者
里第一次到访的，吴大叔主动跟
她说话，渐渐熟悉了。

张馥兰在团队离开的那天，

找吴大叔告别。 两个人坐在屋外
的长凳上，四下没人。

“你不害怕吗？ ”吴大叔突
然问。

张馥兰说当时慌了，不知应
该如何回应。 吴大叔过去遭受了
许多歧视，这种伤害甚至使他将
自卑与自我歧视内化到骨子里。

张馥兰更想知道，麻风康复
者都经历过什么？ 是不是真的不
能问？ 他们是不是真的不愿意
讲？ 可来年的 4 月份，吴大叔去
世了。 一切都来不及问。

2012 年的 7 月，张馥兰趁着
暑 期 到 了 家 乡 的 麻 风 康 复
村———广东省普宁甘石径村，

“村长” 罗汉松一点也不避讳讲
他的经历。 从他的口中，张馥兰
知道了上个世纪的麻风村故事。
同时，她也在思考，能否以口述
史的方式记录它们，让康复者去
述说和表达。

一年后，罗汉松老人接受截
肢手术后到佛山南海红卫医院
疗养， 而张馥兰恰好在佛山求
学。 她没有当面问老人能否给他
做口述史，而是小心地拜托了其
他志愿者。 得到肯定的答案后，
张馥兰的第一份麻风村口述史
开始了。

“有血有肉的生命个体”

采访罗汉松的过程中，一位
叫汤巨良的老伯总是热心地请
张馥兰过去屋里坐。 无意中留意
到汤伯房里贴的字画，张馥兰萌
生发起“康复村艺术家口述史”
公益项目的想法。

2014 年 11 月， 张馥兰申请
基金会的小额配捐， 再发起众
筹，凑够了项目经费。她招募了 9
人志愿者团队，他们是来自各个
学校和专业的大学生。

汤巨良成为项目运作后的
首位口述史对象。 张馥兰在他的
口述史里打开了历史的一扇窗。
他生于 1932 年， 在抗日战争时
期见过敌机轰炸，看见过一栋大
楼瞬间炸成废墟。 他讲老广州，
讲自己在理发店做学徒，还跟人
一起大罢工。 如无意外，汤巨良
将跟自己的女朋友结婚，继续学
徒生涯。 可偏偏患上麻风，遭人
辞退。 旁人说他患的是风流病，

当时街边都是拉客的小姐。 汤巨
良委屈，自己根本没有钱做这个
事情。“我只是患病，不是犯罪，
为什么要这样。 ”

患病后汤巨良开始和家人
一起吃住，后来分开吃，再后来
给了一间老房子让他自己住。 张
馥兰听着， 像是看着一个人，慢
慢变成麻风病人的过程。

“他们都是有血有肉的生命
个体。 ”张馥兰说，她想要呈现他
们的人生历程， 看到更丰富的

“人”。“麻风病是风流病”“上辈
子作孽”等歧视性的说法也让她
觉得应该给康复者自己一个发
声的机会，让他们表达自己的声
音，包括那些愤懑、那些不满。

2018年 1月 13日，张馥兰和
搭档洪梦霞赶往佛山南海第二人
民医院，当时汤巨良摔伤了。

病房里，张馥兰凑前说话，直
呼汤伯昵称“汤总”。“汤总”爱请
大家喝早茶，才得了这么个名号。
这回医生让他卧养， 不能随意起
身。 两人笑说这回不能动了，“汤
总” 使劲抖抖被窝里的一只腿，

“不是啊，我的脚很能动啊”。
“故事是对他们（采写者）最

好的教育素材， 一个悲伤的故
事， 会让你生起足够的同情心，
同时也会让你意识到这个世界
其实还有比你的命运更凄惨的
人。 另一方面，所有人的故事中
总有一些闪光的东西，以平等的
眼光去和他们对话，会重建一种
很好的关系。 ”青少年家史项目
发起人李远江如此理解做麻风
村口述史这个公益项目的意义。

“艰难的挣扎”

这一项目终因经验不足拖到
了来年 5月份，张馥兰毕业了。

家人忧心张馥兰的工作，压
力不断袭来。 张馥兰挣扎着投出
了唯一的一份简历。 收到对方的
实习通知后，她犹豫了，因为项
目正忙。 张馥兰在毕业后没有工

作，徘徊近半年，思考该不该全
职做麻风村口述史。

那段时间，她尝试吃素。 因
为住的地方简陋， 没有冰箱，存
不下肉类。 出于吃素是对动物友
好的想法，她决定放弃肉食。 吃
素也是一件极为重大的事情，张
馥兰要以此检验自己能否遵照
自己内心的决定去行动， 不迟
疑。 这跟口述史的问题交错在一
块，她迫切地想知道这是不是自
己想做的，是不是自己能做的。

她向指导她做口述史的大
学老师发问，和别人分享自己的
纠结和苦恼。 青少年家史项目发
起人、远江历史工作室创始人李
远江正是在某次讲演后遇上她，
和她交流。

“应该是负责任的人都告诉
她很难”，李远江分析，一来麻风
病群体关注度不高，二来鲜有人
愿为这份工作埋单，自然项目也
就不可持续。 他离开广州时，张
馥兰来送机，一路上都在聊这件
事，她说了很多的困惑，但没有
得到任何肯定的回复。 李远江猜
想她接下来该会走得很难了。

没想到两个月以后，张馥兰
毕业， 选择全职投入做口述史。

“她很腼腆，但是很坚定，真的。 ”
李远江说。

张馥兰吃素至今，她发现自
己可以遵照自己的决定去做，

“困难的是决定要不要做这件事
情”。

队伍越来越长

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张馥兰
都在连轴转，24小时在线，解决十
几人团队的分工、感情与筹款等，
分身乏术。 直到 2017 年 1 月，志
愿者洪梦霞加入全职工作。

两人住在广州城郊的小洲
村， 吃住和工作都在一个地方。
四分之一时间奔赴广东各个麻
风病康复村访谈，四分之三的时
间整理文档。

口述史的项目没能得到很
多基金会的支持，资金永远处于
不满的状态。 2017 年最穷的时
候，项目组拖欠了两个全职三个
月工资。 没有收入的时候，就只
能靠张馥兰的积蓄交房租，到发
工资了，洪梦霞再还上。

洪梦霞说，她本身没有很多
物质欲望，哪怕身上所有的钱只
剩下几百块，她还在琢磨今天要
做什么新菜式。 这个随时都是大
笑容的姑娘只有在父亲摔伤腿
自己却无力支援的时候，才感到
巨大的痛苦， 她谴责自己的自
私，只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队伍是越来越长了。 2017 年
11 月，他们发起“摆渡人计划”，
希望朋友能成为“摆渡人”，每月
为他们麻风村口述史项目捐赠
40 元。 几年的踏实耕耘，积累了
许多信任，这一计划得到许多人
的响应。

李远江建议，他们应当找到
可持续发展的方式，合理运用商
业规则，毕竟平衡支出仍然很有
必要。

按照项目计划，有影迹纪录
工作室已经完成所有的采访，将
在 2018 年 6 月份写完口述故事，
并争取将它们结集成书，项目将
在 2018 年底结束。

在麻风村口述史的公众号
曾有一则读者留言： 如果有一
天，希望这些记录能像《二十二》
（一部关于在日军侵华战争中中
国幸存的“慰安妇”长篇纪录片，
二十二位“慰安妇” 参与拍摄，
2017 年 8 月在中国公映。 ）那样
被更多人认识。 作者回复：我们
也希望如此。

洪梦霞说，我们是想让他们
走到社会面前，去讲述自己的经
历， 让社会这群人去看见他们，
理解他们。 因为你知道他经历了
些什么之后，你就会有更多的联
想，你自己会知道应该去怎么对
待他们。

（据《南方周末》）

麻风村口述史：

让他们像《二十二》那样，被看到

因麻风病双脚截肢后，涂婆婆用棉布包裹小腿，仍可行走如常

梅州市梅县康乐医院里，多位麻风康复者身有残疾，急需护工照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