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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50年以来，这
座小院，一直是全省戏剧
文化的工作大本营和全
省艺术的最高殿堂———

，

一
座
小
院
的
记
忆

孙文辉

在长沙，有这样一座小院。 人们说，它
是“湖南戏剧的家”，也有人赞誉它是“天下
第一所”。这座小院还年轻，仅66岁；它的名
字几度变更，它的门牌号码如今叫“明星里
2号”……

明星里2号，没有1号，也没有3号,发
生过很多值得纪念的事情

小院之初：历史辉煌
明星里2号，地处长沙芙蓉区芙蓉广场附

近；这里没有明星里1号，也没有明星里3号，
长沙城市大建设过程中， 明星里仅存一个2
号。 这个2号，可能除了居住在这里的人家和
邮局邮递员，没有人能找到。这个院子的土地
证和房屋产权证上，署的却是“明星里8号”。

1950年， 明星里属于长沙落星田的一条
小巷，当年长沙火车站就在落星田东侧。这里
曾是一家客栈。 据《辛亥革命在湖南》记载，
1911年，同盟会湖南分会设在落星田“定忠客
栈”， 这里曾是辛亥革命湖南正副都督焦达
峰、陈作新设立的长沙起义秘密指挥机关，从
宁乡雇来的刻字匠在这里刻出了湖南都督的
大印。

1950年，“湖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省
文联）在这家客栈筹建。那时，省、市文化局都
还没有建立，文联成为联系文艺界人士、管理
文化事业的临时性机构， 由于没有合适的办
公场地， 就在市区最中心的落星田买下了这
家小旅店。

曾在第四野战军政治部工作的离休老干
部冯放，1950年转业到长沙，参加了省文联的
筹建。 他回忆道：“我在这里住了4个年头
（1950年至1953年）， 有很多值得纪念的事
情，例如，抗美援朝时期河南常香玉豫剧团为
朝鲜前线捐飞机义演到湖南时， 因为我到平
江参加‘土改’试点去了，常香玉就住在我的
房间里；又如《湖南文艺》（《湖南文学》前身）
杂志于1951年7月在这里创刊；在这里还召开
了湖南省第一次文代会……”

花鼓戏名老艺人何冬保回忆：1951年10
月，中宣部副部长周扬观看了花鼓戏《刘海砍
樵》，“第二天，周扬同志在文联为这出戏召开
了专门会议，我走进去听意见，他开口就说这
个戏很好，用不着大改了。这个戏在国际上是
站得住脚的。 ”

著名湘剧剧作家范正明回忆道：“1952
年，文艺界整风是在这所房子开的会。著名湘
籍作家丁玲第一次回湖南， 也是在这里接待
的。 ”

新中国成立初期， 省文联既是湖南文艺
界最广泛的人才聚集机构， 又是党领导文化
艺术的工作机关。 因此， 在这里诞生和组建
了不少专业文艺团体和机构， 如1952年在这
里成立的“湖南省文工团”， 孕育了后来的
湖南省歌舞剧院、 湖南省花鼓戏剧院、 湖南
省木偶皮影艺术剧院； 这里曾是这些团体早
期的排练场所和宿舍。 1952年8月， 省人民
政府设立“省文化事业管理局” （1955年改
省文化局、 1983年改省文化厅）， 就在这里
与省文联合署办公。 1953年8月， 省文联迁
往府后街， 省文化局搬迁至蔡锷北路， 其下
属的“湖南省戏曲改进委员会” 一直留在此
处办公。

“落星”之名可远溯至千余年前
小院的变迁

门牌号是一个单位、 住户位置的精确
“坐标”、 “身份凭证”。 明星里2号小院坐落
的长沙落星田， 是个古老的地名， 清陈运溶
《湘城访古录》 据唐垂拱三年 （687） 《上护
军庞德威墓志》 推断， “落星” 之名可远溯
至千余年前。 明星里是落星田北侧的一条小
巷， 新中国成立前后， 小院的门牌号码为落
星田7号。 1975年7月修建长沙五一西路， 落
星田被一分为二， 南段并入东庆街， 1981年
恢复为落星田， 北段命名为明星里， 小院的
门牌号码为明星里8号。 2006年， 因小院周
边相继建设起三个楼盘， 明星里旧房基本被
拆迁， 仅存的小院由明星里8号更换为明星
里2号。

据1953年春入住小院的尹伯康先生回
忆， 当时的建筑为“前后两栋二层楼房， 其
间有小天井相隔， 有木走廊相连， 两栋住房
共有二三十间”。 1958年左右， 小院前面修
建了一排平房作宿舍。 音乐家朱立奇先生回
忆， 这个小院房屋为南北向， 有四进， 一进
为木结构平房， 二、 三进是二层木结构楼
房， 最后为厨房杂屋； 在两进楼房之间有一
天井走廊， 是一座典型的清晚期建筑。 第二
进“一楼全打通做排练厅”。 1980年旧房改
造， 木结构二层楼房与平房全部拆除； 1983
年建成前栋宿舍楼， 1984年建成后栋五层办
公用房及职工住房， 即留存至今的建筑格
局。 2016年4月， 明星里2号完成两栋楼房
内部与外墙全面的装饰、 装修。 7月， 长沙
市芙蓉区人民政府发出 《公告》， 小院属于

“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征收范围”。

这里一直是全省戏剧文化的工作大本营
湖南戏剧艺术的最高殿堂

这座小院，门牌号几度变更、建筑几度变
更，名称几度变更，其“主人”虽未变更，但工
作任务随时代而几度变更。

1950年，省文联在这里成立。 1951年8月
3日在这里成立“湖南省戏曲改进委员会”，负
责全省戏曲改革的指导工作。通过戏改，抢救
和保护了一批流落八荒、 濒临危亡的民间戏
曲剧团，培训了一批名老艺人和戏改干部，摸
清了全省戏曲艺术的家底， 整理改编了一大
批传统戏剧目， 创作演出了一批反映现代生
活的新剧目， 奠定了湖南戏剧日后发展壮大
的坚实基础。

1978年6月原省戏曲改委会恢复建制改
为“湖南省戏曲工作室”，1980年11月又改组
为“湖南省戏曲研究所”，两块招牌一套人马，
挖掘抢救整理出版了《湖南地方戏曲丛刊》21
集、《湘剧剧本选》12集、《湖南戏曲传统剧本》
61集， 编印了115个现代戏剧本共81集剧目，
编印月刊《湖南戏剧》及剧本增刊、研究专号、

演出会刊； 率先启动、 完成了国家科研项目
“十大集成”之《中国戏曲志·湖南卷》《中国戏
曲音乐集成·湖南卷（上、下）》《湖南地方剧种
志（五卷）》， 完成了11个湖南地方戏曲剧种
230出（折）传统剧目的教学演出录像，及上万
分钟的戏曲录音。 此时期，小院专家密集，成
果显著，被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专家誉为
“天下第一所”。

1986年更名为“湖南省戏剧研究所”，研
究成果不断拓展，在培养戏剧创作人才、辅导
全省专业戏剧创作方面硕果累累。 享誉全国
戏剧界的《曹操与杨修》《水下村庄》《马陵道》
《山鬼》《深宫欲海》《边城》《八品官》《老表轶
事》等剧目的创作与修改，都与这个部门专家
的扶持与辅导有关。这里举办的编剧培训班、
导演培训班、表演培训班、舞美培训班等为湖
南戏剧的发展壮大起到了重要作用， 被称为
湖南戏剧的“智库”和戏剧人的“家”。

2012年第五次更名为“湖南省艺术研究
院”，除原有设置外，在戏剧创作服务、非遗研
究、艺术档案、戏曲动漫创作、书画等领域进
行了更为广泛的业务拓展。

自1950年以来，这座小院，一直是全省戏
剧文化的工作大本营和全省艺术的最高殿
堂。

这里每个房间、每个时代，都有关于
湖南文艺的历史记忆

真正的明星里： 明星璀
璨的小院

新中国成立以来， 这所小院居住过一代
湖南文化名人。 据不完全统计有：

萧云端：导演。 中共地下党负责人，1945
年芷江抗日受降仪式会场的设计和布置人。

冯放：文艺评论家。湖南省文联筹建人之
一，后任省文联副主席、《芙蓉》杂志主编。

易扬：音乐家。 解放初期著名歌曲《天上
的太阳红彤彤》《光荣的志愿军》作曲者。

文忆萱：研究员，省文史馆员。《中国戏曲
志·湖南卷》《湖南地方戏曲剧种志》多部文献
巨著主编。

徐叔华：编剧。 歌曲《浏阳河》（源自花鼓
戏《双送粮》）词作者，花鼓戏《补锅》等剧目编
剧。

唐盛和：音乐家。 花鼓戏《打铜锣》编曲。
齐芝田：作家、音乐家，《浏阳河》（源自花

鼓戏《双送粮》）编曲之一。
叶蔚林：作家。 海南省首任作协主席。 代

表作有小说《蓝蓝的木兰溪》《在没有航标的
河流上》，歌词《挑担茶叶上北京》《洞庭鱼米
乡》等。

先后在这里指导工作的文化名人有周
扬、田汉、崔嵬、周巍峙、阿甲、张庚、郭汉城、
刘厚生、薛若琳、徐晓钟、陈恭敏、余秋雨、叶
长海、常香玉、陈伯华、孙毓敏、裴艳玲等一大
批中国顶尖艺术家、专家。居住在这里的著名
文化人还有：湖南戏剧导演学奠基人高宇、蔡
倜（著名中国美学家蔡仪之兄）、黄其道，湘剧
史家陈青霓、谭君实、黎建明，祁剧史家尹伯
康，花鼓戏史家贾古、胡健国，艺术史家金式、
马绰荣，编辑出版家刘样、江正楚、王前禧，国
家一级编剧潘一尘、乔德文、江沅球、俞康生、
孙文辉、邹世毅、胡安娜、徐瑛；国家一级美术
设计张京信；国家一级导演张杰；国家一级演
员、声乐家徐竟成、戴君义、潘军。另外还有李
果仁、朱立奇、谢惠钧、凌一云、周峥嵘等一大
批国家级专家在这里工作过。

在这里，每一个房间、每一个时代，都有
它的故事， 有一份关于湖南文化艺术的历史
记忆。 是真正的“明星里”。

湖南戏剧需要一个“家”
呼唤湖南戏剧博物馆

自宋代以来， 湖南戏剧艺术就在这块土
地上生长。 戏剧艺术是湖南现存历史最为悠
久、传统最为丰富、与这方土地上的老百姓呼
吸共存、命运攸关的文化遗产。千百年来的活
态传承却没有一个形象的展示场所， 没有一
个安顿她的理想的家。面向未来，湖南戏剧需
要一个博物馆。这个小院收集、收藏的艺术资
料是一个巨大的宝藏：

湖南戏剧除了18个地方戏曲剧种， 还有
历史久远的傩戏、 木偶戏、 皮影戏， 绚丽多
姿的京剧、 话剧、 歌舞剧。 这些剧种都有名
演员、 名剧目， 有影像、 有声带， 有节目
单、 有海报； 传统戏曲的器乐、 服饰、 头
饰、 器械、 道具， 琳琅满目、 异彩纷呈； 传
统剧目的脸谱、 面具， 千奇百怪、 多姿多
彩， 蕴涵着丰厚的历史文化知识……这些都
可以也应该向大众展示。 何况小院本身还有
65年珍贵的历史文化记忆！

这座小院，占地面积仅2.46亩，可以因地
制宜地建一个“湖南戏剧博物馆”，其体量、容
量正好合适， 其内容资源是其他任何部门和
单位都不能取代的。 而建立这种小型的文化
公益设施，对于历史、对于长沙、对于人民，积
善大焉！

(作者系湖南省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国家
一级编剧)

民歌唱出国门夺冠 花灯戏折服央视评委

嘉禾“草根”文化
朝气蓬勃

湖南日报记者 杨丹 通讯员 尹振亮

8月12日，在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
“一鸣惊人” 栏目举办的晋级赛中，由
湖南省嘉禾县草根艺人编排的嘉禾地
方花灯戏《留守嫂子》，不仅赢得了观
众的热烈掌声，更“震动”了现场的评
委，得以直接晋级。

今年以来， 由嘉禾县民间艺人编
排演唱的地方小歌舞， 接二连三地在
国内外赢得赞许与掌声。今年1月1日，
音乐小品《街头轶事》参加了2015年度
全国“戏曲小品团体大赛”。 参加此次
比赛的队伍全国仅有21支。其实，不仅
是嘉禾地方戏、小品剧享誉京城，嘉禾
民歌更是唱响神州大地。

一个边远小县，民间“草根”文化
为何会具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近日，
记者深入其中，采撷了一些“露珠”和
“浪花”。

民歌“飞”出国门
嘉禾是个有着浓厚文化底蕴的地

方，这里的民歌享有“北有兰花花，南
有伴嫁歌”“北有桑植， 南有嘉禾”之
誉， 也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湘昆的
发祥地之一。 2009年，嘉禾伴嫁歌被
列为湖南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目前，正在申报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7月27日，第九届世界合唱大赛在
俄罗斯索契市进行得如火如荼， 来自
世界76个国家和地区的283支合唱团
争奇斗艳，竞争激烈，湖南知青艺术团
力克强手， 夺得世界合唱比赛老年组
冠军，其演唱曲目之一，正是嘉禾民歌
《日头出来晒杨家》。 这让嘉禾民歌再
次走出国门，唱到了欧洲。湖南知青艺
术团团长郭晓鸣说：“我们已经6次参
加世界合唱比赛， 基本上都选择了嘉
禾民歌，因为嘉禾民歌内容很接地气，
来自于生活，曲调旋律很优雅，很有艺
术感染力。 ”

早在2011年11月云南昆明举行的
世界民歌大赛， 以及2012年７月在美
国举行的第七届世界合唱比赛中，嘉禾
民歌就曾分别获得过第一名和银奖。

80多岁老艺人郭求知十分热爱嘉
禾民歌， 在湘潭市以个人名义创办了

“嘉禾民歌研究所”， 他说：“我对嘉禾
民歌情有独钟，研究半个多世纪了。这
里的民歌确实与众不同。 从音乐表现
形式上看,它的曲调淳朴简练，优美动
人，节奏性很强，在调式上多运用羽调
式，节拍节奏变化多样，衬词的搭配润
腔更是灵活婉转，别具地方特色。 ”

嘉禾伴嫁歌是湖南乃至全国汉族
礼仪风俗民歌的典型代表作之一。
2007年，中央电视台《走遍中国》栏目
组专程到嘉禾县拍摄了专题片《悠悠
伴嫁歌》。 在嘉禾实地采风后，导演王
钢曾深有感触地说：“我走南闯北听过
许多民歌，总觉得，西藏的民歌是天上
的歌，嘉禾的民歌就是地上的歌，狂放
中带着野气，有血有肉有情，是研究我
国妇女解放，研究社会学、民俗学、民
间文艺学等各种学科的一个标本与活
化石。 ”

草根艺人爱唱乡土小戏
嘉禾文艺氛围浓厚， 草根艺人层

出不穷。
8月2日， 该县举办群众文艺汇演

周比赛，参加演出的群众演员多达980

多人。 该县行廊镇肖家村文艺爱好者
肖文英兴奋地告诉记者：“我是带着两
个女儿一起同台演出的， 我把这次演
出当成是对孩子们的一种锻炼和培
养， 让他们共同感受一下嘉禾民俗文
化的艺术魅力。 ”

在嘉禾采访，每次谈到草根艺人，
人们都会讲起该县土生土长的彭晓宁
和曾秀英这对舞台上的“黄金搭档”，
他们从十几岁就开始“说学逗唱弹”，
全靠自学成才， 他们的台上功夫不仅
经常让“乡下人”笑开了怀，还一次次
赢得了国内外著名专家的好评。 他们
俩被称为嘉禾的赵丽蓉与巩汉林 ，相
声、小品、歌曲、舞蹈、古戏，样样精通。
近20年的时间里，他俩主演的花灯、小
品、戏剧、歌剧等节目达90多部，小品
《屋顶上》《老憨进城》《摊灯》《街头轶
事》，民俗剧《九妹出嫁》等作品分别获
得国家级、省级嘉奖，花灯戏《留守嫂
子》 代表湖南省参加全国第十届艺术
节演出并获奖。

一般来说， 许多婆婆是反对儿媳
妇去演戏、 跳舞的， 但在嘉禾， 却有
许多婆婆不但支持儿媳去演戏跳舞，
还经常同台演出。 该县龙潭镇上宅村
胡五云老人就是其中一位。 村里办起
花灯剧团后， 为了传承花灯这一地方
剧种， 她经常带着媳妇张梅到县内县
外演出， 被乡里乡亲传为佳话。

截至今年8月，该县常年活跃在城
乡的民间艺人达2500多人， 其中有伴
嫁歌队32个、 腰鼓队28个、 狮龙队27
个、各类戏班子21个，给该县民间传统
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壮大注入了活力。

在良性传承中提升民间
艺术品质

丰富多彩的嘉禾乡土文化剧种，
是嘉禾人民用歌舞方式创造的物质财
富与精神财富， 至今已有千百年的历
史，逐步构成了嘉禾歌、剧独特的原生
态文化基因，具有文化活化石的价值。

近年来，该县先后举办了面向全国
的嘉禾民歌（词曲）有奖征集大赛、嘉禾
民歌研讨会、 嘉禾民歌进课堂等活动，
整理出版了《嘉禾伴嫁歌》《嘉禾花灯》
《嘉禾戏曲》等专集。 自2010年开始，每
年举办8至15场嘉禾民歌汇演大赛，每
次参赛选手都在500人以上， 有效地拓
宽了嘉禾民歌的传承渠道。 县里专门组
建了嘉禾县禾仓演艺有限公司，每年均
拿出100多万元资金， 重点打造或包装
一台具有嘉禾特色的嘉禾民歌民俗剧、
嘉禾花灯小调及现代音乐小品等。 这些
举措， 不仅点燃了草根艺人的艺术热
情，也大大提升了民间艺术的品质。

嘉禾民歌曾以其独特的个性和风
格吸引大量名家如著名作曲家羊鸣、
葛炎、白诚仁等前来采风，湘籍作曲家
王佑贵曾在该县坦坪镇石富冲村体验
生活达半年之久， 将嘉禾民歌的韵律
用在《春天的故事》里，产生了广泛的
影响。 近年来，随着嘉禾歌、舞、曲的

“走出去”， 其较高的艺术审美价值进
一步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同和关注。
近年出版的《中国歌谣集成》《中国民
歌》《中国曲艺志》等书刊，均收入了大
量嘉禾民歌。目前，还在传唱的嘉禾民
歌有2100多首。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
乐学院等高等院校都把嘉禾伴嫁歌作
为经典教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