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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阿娣

常言道： 民以食为天。 可见吃饭问题是老百姓的
大事， 也国家的大事。 我们中国泱泱十几亿张嘴巴要
吃饭， 可不是件容易事。

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 我们国家还不富裕， 老百
姓口粮只能按定额供应， 买米时必须带上粮食局发的
粮证。 粮证是一本绿色塑料封面小册子， 高约两寸
半， 宽约四寸。 粮食局规定， 本月的指标买完了， 不
能提前买下个月的粮食。 于是这个小小的本子成了老
百姓的命根子， 家家奉若至宝， 谨慎收藏， 轻易不去
动它。 因为它， 我小时候犯过一个致命的错误， 这么
多年过去了， 仍让我记忆犹新。 那真是一个黑色的星
期天。

妈妈对我说：“你去粮店买10斤米回来。 ”我极不情
愿这时候放下正在看的故事书，但也只好服从命令。 到
了妈妈看不见的地方， 我便忍不住拿出故事书边走边
看。到了粮店，我忽然发现粮证和钱不见了，顿时魂飞魄
散，大汗淋漓。我实在想不起把粮证在哪里丢了。我知道
这事非同小可，得马上告诉妈妈。妈妈听说我丢了粮证，
吓得一屁股跌坐在椅子上起不来……

妈妈从街道居委会开来证明， 再到粮食局补办粮
证， 粮食局要调查核实情况， 这个过程得十天半个月。
这下可惨了， 丢了证就买不到米， 一家人吃什么？ 无
奈之下妈妈觍着脸向亲戚朋友求助。 那时谁家也没有
多余的粮食， 但碍着妈妈的面子， 只好从牙缝里省一
点借给我家， 数量也就是一斤半斤， 这已经是天大的
人情了。 那段时间， 我家就靠这里那里的一斤半斤米
苦苦支撑， 抵抗着饥饿的肆虐。 面对妈妈的唉声叹气，
我有一种负罪感， 所以每天尽量在学校里流连， 或者
躲在外面， 不到吃饭时间不回家。 每次吃饭， 我更有
压力， 妈妈每餐用二三两米熬上一大锅稀粥， 稀得捞
不到饭粒， 然后放一些菜叶进去。 妈妈火候掌握得恰
到好处， 菜叶子放下去马上起锅， 这样的菜粥很好看，
乳白色的米汤上漂浮着青翠的菜叶。 虽只放了一点盐，
没有一滴油荤， 对饥肠辘辘的我来说， 那是山珍海味。
我一餐可以喝上两三碗， 胀得肚子滚圆， 不过两三泡
尿后肚子就瘪了， 前胸贴后背， 马上感到肚子饿。 饿
的感觉真不好受。 开始只是想东西吃， 口里不自觉地
老冒口水， 慢慢就全身没力懒得动弹； 再后来心跳加
快， 头发晕； 严重的时候就会浑身淌冷汗。 那时候，
我觉得世界上最幸福的事莫过于吃饭。

终于， 那天我中午放学回家， 看见妈妈脸上露出

久违的笑容， 说： “新粮证发下来了。” 我顿时觉得头
顶上的乌云散了， 房子亮堂了。 我靠在门框上， 慢慢
吐出多日来心里憋着的那口闷气， 慢慢地瘫坐下去，
要妈妈拿新粮证给我看看。 摸着绿色的新粮证， 我久
久不肯松手。

改革开放后， 农村实行联产承包制， 调动了广大
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全国各地夏收秋收捷报频传。 我
们湘阴是农业县， 粮食生产是重头戏， 连续几年晚稻
超早稻， 吨粮田达到5.4万亩， 1985年粮食单产名列全
省第二。 只花几年时间， 我们国家就解决了吃饭问题，
十几亿老百姓可以放开肚皮撑， 吃甩锅铲了。 这是世
界奇迹。 1985年国家开放了粮食市场， 撤销了粮食计
划供应的政策， 绿色的粮证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失
宠了， 昔日的宝贝沦为了废物。

现在粮食像其他普通商品一样可以自由买卖， 市
场上有好多个体粮店。 店老板使出全身解数， 让自己
店里的粮食品种尽量满足不同消费者的要求。 家家粮
店摆放的样品琳琅满目。 雪白的面粉、 黄灿灿的玉米、
紫红色的高粱、 珠圆玉润的小米， 棕色的荞麦， 籼米、
糯米， 红米之外， 还有冷浸米、 环保米、 生态米、 精
制米， 真是应有尽有。 现在买米不要粮证， 也不用排
队， 想买多少就买多少。 你一走进粮店， 米店老板就
满面春风地迎了上来， 一直陪在你左右， 详细地向你
介绍各种粮食的产地， 它的特性和口感， 热情地向你
兜售， 自己背不动， 店老板会帮你送回家。

衣食足， 礼仪兴。 原来没饭吃， 总担心家里来客
人， 怕别人吃了你的口粮。 现在吃饭不是问题了， 湘
阴人热情好客的遗风又复原了， 亲戚朋友往来走动频
繁了。 只要来了客人， 全家人全出动， 称肉买鱼， 杀
鸡宰鸭。 发愁的事又来了， 生活水平提高了， 人的嘴
巴吃刁了， 鱼肉鸡鸭已经是家常菜， 龙虾、 螃蟹、 乌
龟王八都不稀罕， 主人发愁的是没有特殊好菜招待客
人。 于是， 只好出钱把这个难题交给酒店。 酒店生意
红火了， 节假日去迟了， 酒店包厢不一定订得到。

物质丰富、 要啥有啥的现在， 哪个孩子尝过饥饿
的滋味， 知道饥饿的可怕？ 常看见老人端着饭跟在到
处乱跑的孙子后面央求孩子再吃一口饭， 或做妈妈的
跟儿子讨价还价说吃了饭带你去游乐场。 要他们吃饭
还得求他们， 哄他们。

那天， 我到旧纸堆里去找资料， 偶尔看见了粮证，
往事顿时浮现在眼前， 让我感慨万分。 我要好好保存
它， 因为它见证了我们过去的贫穷， 让我深深地品味
到现在的幸福。

粮 证

湘水一隅

老家在湘西南农村， 清一色的李姓人家， 人丁兴
旺时住着四五百号族人。 村庄藏于盆地之中， 丘陵山
包三面环围， 一面则往东西方向敞开到两公里外的小
河， 据说风水学上这种地形属于“燕子归巢” 地。 老
屋是一座土坯房， 是我未成家时的家， 是父母这一辈
子未能迈出而坚守的生命摇篮， 是我心中永远撒落在
“燕子归巢” 宝地上的依恋。 虽然我曾住过大大小小的
营房、 坐过高高低低的机关、 住过热热闹闹的小区，
但对老屋的留恋从未减弱， 随着岁月的增长与日俱增。

老屋坐西朝东， 土坯砖、 灰青瓦。 原来有三间，
爷爷幼年随他母亲改嫁出村， 被上一辈的族人占去一
间。 爷爷15岁时觉得自己可以回家振兴家业， 从30里
外的 “周家” 返回“燕子归巢” 地， 可他没能要回被
族人占去的那间本该属于他的房子。 不知是抓阄还是
大伯照顾弟弟， 我父亲分得了老屋中间那间， 半边伙
房半边卧床、 一个简易碗柜、 一个泥巴灶、 一张原木
四方桌、 几张长条櫈， 就是家的全部摆设。

我在老屋出生， 这里是孕育我生命的胞衣地。 弟
妹相继出生， 这间老屋装不下一屋子精灵气和小淘气。
我十岁时父亲在老屋西边房墙外整理出一块地坪， 准
备修一间偏房。 白天要参加生产队劳动， 父亲和母亲
就晚上用锄头把一垄稻田里的泥巴细细翻过来， 把禾
蔸和石子瓦砾一点点挑出去， 打理出做土坯砖的砖泥。
皎白的月光下， 我也参加了， 父亲和母亲轮着挖泥、
挑泥、 装泥、 提砖模， 我就往砖模内框撒辟谷， 用扫
把沾水刷洗内框。 一间约20平方米的新房终于在那年
春节前建成。 这是父母亲生命中除结婚、 生儿育女之
外最大的一件喜事， 是他们生命中第一次资产获得，
也是老屋的第一次变迁和新活力的显现。

岁月轮回， 原先爷爷被族人占去的那间房， 因为
他家没了子嗣， 生产队解散时物归原主， 回到父亲手
里。 在荡漾着田土包干到户春风的第三年， 伯父家建
起了红砖瓦房， 他那间老屋给了我们家。 穿越半个多

世纪， 爷爷那份祖业完整地回到了父亲手中。
自包产到户开始， 父母深耕家里的责任田， 解决

了一家人的吃饭问题， 风调雨顺的年份还有富余。 他
们开垦丘陵山包上的荒地旱土， 种豆子、 花生、 烟叶、
黄花菜等经济作物， 拿到集市上换“铜板”； 养鱼、 喂
猪、 养鸡、 养鸭、 养兔发家， 而春节前我家的鱼总是
卖得又快又好……父亲和母亲凭着勤劳和精打细算，
把我们兄弟姊妹一个个送上了中学、 大学。 在条件稍
好后的1991年秋天， 把三间老屋全部拆除， 重新修建。
依然是土坯砖砌墙， 青灰色土瓦盖顶， 但实现了父亲
对老屋“产权拥有” 的新变迁。

“燕子归巢” 宝地上的新家， 我们兄弟姊妹实际
居住的时间并不多， 因为我们都相继参加工作或到城
里务工， 在城里从租房到购房， 从蜗居到住进小区，
演绎和传承着父母经营“老屋” 的奋斗精神。

“扶贫点对点， 建设新农村。 我们村被政府纳入
新农村建设规划啦， 只是自筹资金部分还……” 早两
年的一天， 父亲在电话里激动而急切地向我传达最新
消息。

“好事、 好事， 大力支持！ 自筹资金部分我来解
决， 您老就等着住新房吧！” 我毫不犹豫地给了父亲一
个满意的答复， 算是孝敬父母的一份厚礼， 也算是支
持新农村建设的实际行动。

丙申年春节， 我带着全家再次回到“燕子归巢”
宝地， 呈现在眼前的， 是经过统一规划设计和建设的
新村庄， 水泥公路直达村子中心， 以前的“村村通”
变成了“户户通”。 一排排整齐划一的大瓦房庄重气
派， 一扇扇高大的门窗透着排场和喜气， 一张张笑脸
写着阳光灿烂， 哦， 这是我幼年和少年时代住过的村
庄么？ 好一个气象更新的新农村！

习习晚风中， 我独自一人徜徉在丘陵山包的树
林里， 放眼望去， 这山水 、 田园 、 林地和村庄多
么和谐美丽， 盛世太平， 愁成过往。 如果借我一双
丹青巧手， 我一定会绘画出一幅春明景和、 惠风和畅
的山水画图。

老屋的变迁
湖南日报记者
姜鸿丽

常德市武陵区文化
馆多功能厅里琴弦声
动，曲腔婉转，常德丝弦
名家、 常德丝弦市级非
遗传承人胡楠， 正带着
几名文化馆干部排练常
德丝弦，一字一字、一人
一人地纠正咬字甩腔。

趁着他们练唱的间
隙， 她转背悄悄地含了
一粒速效救心丸。 两个
月来， 患有心脏病和高
血压的胡楠跟着武陵区
文化馆的干部北上天
津、南下杭州，回来后马不停蹄地为省市两场重要比
赛编排新的常德丝弦曲目，着实累坏了。 身边朋友不
理解胡楠为啥这般拼命，她语重心长地说：“我希望在
有生之年能把常德丝弦的原貌呈现出来，把常德丝弦
技艺代代传承下来。 ”

魂牵梦绕是丝弦
今年70岁的胡楠是永顺人，1953年跟随外婆来到

常德生活。 13岁时，胡楠进入常德丝弦第一个专业性
表演团体———武陵春曲艺社，跟随匡鹤龄、戴望本两
位老师学习常德丝弦， 吸收常德丝弦徐派唱腔的精
华。 从1961年到1978年的风云变幻里，常德丝弦的曲
调已不知不觉成为她生命中不可割舍的部分。

常德丝弦的学习靠心传口授， 要通过5年学徒、2
年实习才能出师。 学员中年龄最小的胡楠心无旁骛，
白天学习，晚上看演出，回来再揣摩。清晨4点，她就起
床到南碈电排对着风眼练声练气，靠回声辨别发音和
气息，不论寒暑冬夏从未间断；1964年，湖南省广播电
台到常德录制常德丝弦，因为没有隔音设备须半夜录
音，遇到鸡鸣鸟叫便重来，100多天里，胡楠每天晚上
11点录制到凌晨三四点，从不叫苦叫累。 胡楠学习用
心，老师们也特别喜欢她，常常为她单独开“小灶”。 短
短两三年时间， 胡楠学会了近百种曲牌，《昭君出塞》
《宝玉哭灵》《双下山》等名曲名段更是不在话下。 胡楠
和同伴演唱的《滨湖颂》和《昭君出塞》于1964年分别
被送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福建前线广播电台播放，
胡楠也随着常德丝弦红极一时。

历史风云变幻，世事涤荡沉浮。 胡楠的丝弦人生
随着地方曲艺常德丝弦的荣枯而跌宕起伏。 1968年，
就在胡楠的演艺生涯即将迎来辉煌、 有所成就的时
候，集体所有制的武陵春曲艺社却不得不解散。 胡楠
辗转到常德内衣厂当了一名挡车工，在枯燥的机器轰
鸣声中过起了3班倒的工人生活。

5年后，胡楠再次被调入常德市文艺宣传队，与丝
弦再续了6年缘分。 这段时间胡楠的艺术唱腔、嗓音条
件更为成熟，她每天练唱8个小时，为了演好一段10分
钟的常德丝弦，往往要练上20多天。除了演出练唱，她
还参与编曲，不仅形成了自己的演唱风格，对常德丝
弦的理解也更深，唱腔从青涩走向成熟。 令胡楠痛心
的是， 常德丝弦繁荣的场景再次于1979年戛然而止，
她重回工厂，过起了平静的生活。

“我和常德丝弦的缘分已经尽了。 ”心有不甘的胡
楠擦干眼泪，把对常德丝弦的那份刻骨铭心的爱深深
地埋在了记忆深处。 从此，常德丝弦成为胡楠心头最
柔软的情感记忆，30多年不去触碰。然而，从濒临灭绝
到生命复苏，从抢救挖掘走向繁荣兴旺，常德丝弦起
承转合一路走来，散发出独特的艺术价值，却一直让
胡楠念兹在兹。

2009年，常德丝弦的老艺术家们回常德市武陵区
文化馆参加60周年馆庆活动。 聚会时大家兴之所至，
敲着碟子唱起了常德丝弦，唱着唱着，人人泪流满面。

胡楠含泪起身说：“我听匡鹤龄师父、李玉成师爷
回忆说，解放前常德各地都有丝弦，但不同的地域有
不同的咬字行腔。 常德市城区的丝弦主要在东门到西
门、北门（现常德市第一中学附近）到下南门区域流
行，并以此区域方言为标准常德话，按字行腔。 1988年
常德地改市，这一区域就是以前的常德市，现在的武
陵区。 ”

这些年，国家层面重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和传承，常德丝弦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由
于种种原因，常德丝弦的传承却差强人意。 面对常德
丝弦的歌舞化倾向，胡楠和老艺术家们一边擦拭眼泪
一边坦露真情：“我们有责任把常德丝弦传承和发扬
光大，要不以后可能就听不到真正的常德丝弦了。 ”

活态传承续薪火
近年来，在常德市武陵区委、区政府的高度重视

和常德丝弦老艺人们的鼎力支持下，常德市武陵区文
体局副局长、文化馆馆长付芳丹，带领文化干部深耕
常德丝弦，坚守本体传承，让胡楠看到了常德丝弦传
承的希望。2016年，在付芳丹的多次邀请之下，为了不
让真正的常德丝弦“失
传”，胡楠终于“出山”。 与
阔别30余载的
常德丝弦再次
相逢， 胡楠百

感交集：“老艺人们年纪都大了， 我们要抓紧一切时
间，把常德丝弦丰富的曲牌和经典的唱段倾囊相授。 ”

虽然常德丝弦有乐谱流传于世，但它只能辅助记
忆，关键还在于师徒之间的口传心授。 为了教授传统
曲牌和唱腔， 胡楠把照顾孙女和家庭的责任交给丈
夫，自己每天到武陵区文化馆为干部学员上课；出于
对常德丝弦的敬畏，无论是上课，还是编曲，胡楠都一
丝不苟，态度严谨。 每次上课，胡楠精心备课。 一句唱
词，她往往教唱四五种行腔方法，让他们体会其中的
变化；创编新的常德丝弦节目，她常常废寝忘食，凌晨
起床创作；为了让学员们理解剧情，她让《宝玉哭灵》
的演员们熟读《红楼梦》……

胡楠追求艺术上的完美，常常在演员们临场演出
时还在弥补他们的不足。 今年6月，武陵区艺术团到天
津参加全国非遗项目展演，连续演出3场。 演出《王婆
骂鸡》时，剧中王婆唱到：“我的鸡子五斤八两。 ”希大
姐回唱：“不是的，明明只有一斤四两，拳头大的一只
鸡。 ”调解的叶爹就此断定是希大姐把王婆的鸡吃了。
由于语言差别，北方观众不理解为什么断定是希大姐
吃了鸡。 付芳丹偶然提起观众的疑惑，胡楠却记在了
心里。 晚上回去，她立即琢磨如何让北方观众能够了
解剧情。 第二天，她便细微调整了主演王婆的演员杨
羹华的表情和眼神，使剧情表达更为完美。

几年来，胡楠为武陵区带出了李庭婷、于淼、杨羮
华、张兰等一批集弹、唱、演于一身的常德丝弦新秀，
恢复排演了《双下山》《王婆骂鸡》《昭君出塞》等众多
传统剧目。

创新传承不伤根
任何一门曲艺的传承， 都像庄子笔下的庖丁、欧

阳修笔下的卖油翁一样， 建立在对技艺熟能生巧、游
刃有余的基础之上，常德丝弦也不例外。

“常德丝弦经过几百年的民间粹炼传承下来的曲
艺精华。改革不能忘本，创新不能伤根。离开了常德丝
弦本体的创新无异于杀鸡取卵，离开常德丝弦的特色
和唱腔发展，势必会失去生命力。 ”胡楠对常德丝弦一
直坚守本心，坚持原汁原味地传承。

坚持传统并不意味着一成不变，而是要遵循艺术
的规律，对需要发展的地方科学地调整。 胡楠认为，常
德方言的多样性影响着唱腔的演唱技巧。 常德丝弦讲
求按字行腔，字正腔圆，核心是字正腔圆，演唱者应该
根据演唱环境、剧情发展和人物需要来处理每一个字
的行腔。 比如，在《风雪送亲人》的唱段中，有一句词

“急急忙忙往前走”，胡楠根据感情表达的需要，在处
理技巧上，给“往”字加了一个倚音和一个下滑音，听
起来才字正腔圆，音随韵转。

去年赴京演出的常德汉剧高腔大戏《帅孟奇》，采
用了曲艺和戏曲相结合的方式，用常德高腔深情演绎
帅老的故事，用常德丝弦说唱帅老的生平，胡楠应邀
参与常德丝弦部分的唱腔设计。 一个月里，胡楠精选
一个又一个曲牌，一句又一句试唱， 最终4幕剧7段常
德丝弦，她融入了川路一流、川路二流、渭腔、叠断桥
等6个曲牌， 都是近年几乎没有传唱的却又是丝弦的
重要曲牌。 川路一流转渭腔，传统中很少用半音，胡楠
根据剧情和情感需要，在“帅妈妈”一句唱词中创新使
用半音，一声轻声呼唤，第二声像是远山的呼唤在山
涧中回荡， 对帅妈妈的深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5月23
日，《帅孟奇》赴京演出，博得了阵阵喝彩。 在场的领
导、专家惊叹：“常德丝弦太好听了！ ”

看到一个又一个优秀的常德丝弦节目，中国艺术
研究院曲艺研究所所长吴文科赞不绝口：“这种活态
传承还原了常德丝弦的原貌， 让它回到了曲艺的本
体。 ”

而胡楠，则在常德丝弦的传承中找到了人生的精
神坐标。

“要把常德丝弦代代传承下
去， 我们还有很长的
路要走。 ”

为了丝弦火种代代传
———记常德丝弦名家胡楠

胡楠给年轻人传授常德丝弦技艺。 欧阳建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