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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来家国

易介南

艺苑小天地， 星河大源头

在很多人的记忆里， 湖南省艺术学校
一定会有一个小池塘， 会有一棵大樟树。

在岳麓山南麓， 中南大学和湖南师范
大学的夹缝中有艺校小小的位置。 地方虽
小， 却与周边的著名大学一起分享着麓山
的苍翠， 麓山的灵性； 分享着麓山丰厚的
历史文化底蕴。

在这狭小的地界里， 天地造化不嫌其
小， 麓山甘甜凛冽的泉水特意选择从这里
流过， 潆洄流连而有了艺校的小池塘。 张
也她们82级花鼓班同学在池塘边立石， 把
池塘的麓山清泉名之为“艺源”； 在这狭小
的地界里， 天地造化也不怕其大， 小院子
里， 名木参差， 古树参天， 有一棵树冠横
跨50多米、 树龄150多年的大樟树斜立在
教学楼前， 它对校园保持俯瞰的姿态， 一
年四季用它满满的青翠垂着宽阔的绿荫。
黄卓她们77级花鼓班立雕塑于大樟树下，
雕塑是一个“牵手” 的造型。

艺校差不多70年的历史， 有许许多多
学生， 从教学楼练功开始相识， 大樟树下
的打闹结下友谊， 然后牵手走出校门， 走
上舞台， 走向银屏， 走向中国和世界。

池塘边追逐萤火虫的小男孩

池塘周边是生活区， 前面是学生宿舍，
后面是教师宿舍。 我住在池塘边教师宿舍
的四楼， 与池塘对面的男生宿舍遥遥相望。
男生宿舍每一个窗户都是向我打开的一块
块电视银屏， 隐隐约约的人物和声音从不
同的屏幕传送出来， 演绎出每天不同的故
事。

每天晚上我都是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
看完不同剧情的演出， 直到晚上12点以
后， 音量渐渐地小了， 关机了， 窗户的灯
熄了， 我的心情才慢慢平复。 但是， 经常
会有惊天动地的声音半夜三更从漆黑的屏
幕中传出， 那不是恶作剧就是出大事了。
看着光着身子在铁窗里喊叫着跑动着的学
生， 我常常错觉那是关在笼子里的老虎。

学生安静了， 在如水的月光下， 枕着
池塘的清水， 做过许多梦， 但这样一个梦，
令我常常回味。

我梦见漆黑的夏夜， 一只萤火虫， 飞
进一家熟睡的人家。 它单单唤醒了小男孩，
小男孩慢慢起来， 试图去捉住闪亮的萤火。
萤火虫在黑暗中移动， 小男孩悄悄从熟睡
的妈妈身边翻过， 下了床， 跟着萤火虫出
了门， 来到池塘边。 池塘边的萤火虫渐渐
的多了， 无数的小萤火围绕着小男孩， 他
眼里满是好奇与兴奋， 他不断地用他两只
小手去捕捉围绕他的萤火 。 萤火越来越
多， 在水的映照下， 池面上升腾起无数
萤火， 在漆黑的夏夜里魅惑地隐现， 在小
男孩面前呈现出一幅奇妙的美景。 小男孩
眼里只有美景， 他不知道也不在意那美景
下面的水， 他睁着好奇的眼睛直接向美景
中走去……

“那是水！” 我大叫一声， 自己把自己
吓醒。 南柯一梦， 窗外是如水的月光， 安
静的池塘， 对面男生宿舍的窗户是一块块
漆黑的屏幕。 只有我的心在怦怦跳， 巨石
沉重地压在心头。

我不知道梦里的池塘是不是我窗下的
池塘， 梦里的小男孩是不是对面宿舍里熟
睡的男生， 但梦里梦外有一个情境是相同
的， 男孩是执着于美景执着于艺术的年轻
生命， 而我是那个为他们的日常为他们的
现实操心的长者。

艺术与正常生活的矛盾

学艺术的人， 没有对美的感受力， 没
有对美的执着， 是学不好艺术的， 这大约
就是所谓的天分。 因为对艺术的执着， 他
们可以吃常人不能吃的苦， 所谓“台上一
分钟台下十年功”。 为了舞台上那一分钟的
辉煌， 可以牺牲一切。 常常为了舞台上的
一个角色， 哪怕是一个配角， 他可以轻易
地牺牲常人认为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 他
们就像我梦中的小男孩， 义无反顾地朝美
景走去而不顾后果。

艺术教育之中含有一个悖论， 就是艺
术与生活的矛盾。 艺术教育中艺术技能的
传授也属于艺术的范畴， 这在艺术教育中
是不困难的， 爱艺术的学生怎么吃苦都会
努力学习， 再调皮的学生上专业课也会认

真的。 教育的最主要任务， 就是培养有健
全人格和心理的人， 成为合格公民， 在社
会上正常生活。 而艺术与正常生活是有矛
盾的， 可以说， 一个真正热爱艺术的人是
很难像一个正常人那样生活。 学生中那个
最调皮捣蛋的也许在舞台上是最打动你的
那一个。

池塘边的宿舍可能让你牵肠挂肚， 但
池塘边民乐琴房里， 早上和晚间传来的悠
扬笛声和幽怨的二胡演奏， 使你不能不动
情。 听多了我才明白， 中国的民乐像西洋
乐一样组成一个乐队在舞台集体演奏， 也
许是不合适的。 民乐适合于独奏， 不在舞
台上， 在大自然中最好。 月明星稀的晚上，
有悠悠的琴声传来是最美最动人的。

艺术与生活的冲突在学校的日常中常
常遇见， 使我这个校长也常常困惑。 学戏
曲的学生从小学毕业就入校学习， 年龄很
小， 管理很严。 但课堂上的剧目教的都是
爱情戏。 不管是 《抢伞》 《送表妹》， 还是
《双下山》 《楼台会》， 老师在教戏的时候，
强调的就是感受， 表情要准确， 眼睛传情
要到位。 下了课， 男女同学不能在一起，
不准谈恋爱。 我们教学与学生管理是两个
体系， 各自按自己的标准和程序工作， 并
不觉得有什么矛盾。 但要找到两个管理体
系都评价优秀的学生是不容易的。 作为被
管理者的学生要同时适应两个评价标准是
有困难的。 这种对立从学校萌芽， 走向社
会就会生长， 许多艺术家是分不清舞台生
活与现实生活的， 经常混淆在一起。 在艺
术上很成功， 家庭生活也正常完美的艺术
家不多。 为了艺术牺牲生活是很多艺术家
的选择。 就像我梦中的小男孩， 旁人提醒

“那是水!” 没有用， 他还会朝前走。
每一届学生毕业， 都有学生找我留言。

我曾为一个专业上优秀的毕业生写了一句
话： “你选择艺术， 不仅是选择一种职业，
而是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他问我什么意
思， 我笑着说你以后会明白的。

自然与艺术的生命绿色

说来惭愧， 到艺校工作前我一直以为
常青树是不落叶的。 艺校校园满满的都是
常青树， 这棵大樟树是最大的年代最久的。
这棵150年的大樟树告诉我， 常青树在春
天落叶。 我每天都在它身边经过， 我观察
到， 在生机勃勃的春天， 苍翠的绿叶里，
慢慢长出嫩嫩的新绿。 新绿的新叶与苍翠
的老叶共生在一起， 都是绿的， 但是有色
彩层次的变化， 人们不会留意。 日新月异，
新绿似乎也在老叶的庇护下长大了， 一夜
之间， 大樟树像换了一件新衣， 满身是有
些耀眼的新绿， 闪闪的， 显示着春天的意
思。 老叶悄悄地褪去， 把新一年生命风采
无私地让给了新叶， 它自己悄无声息地落
到大地。

我怀着这种喜悦一次次走进与大樟树
毗邻的老教学楼。 一批一批的新生来到这
里， 一代一代的艺术新绿从这里长成。 老
教学楼挂着文物保护的牌子， 它始建于民
国二十三年， 是民国时期的高级农校。 大
门口还镶嵌着“明农教稼”的石牌。老教学楼
宽敞明亮，是老师和同学们最喜欢上课的地
方。 左大玢、 王永光， 刘赵黔、 黄卓、 张
也、 甘萍、 吴军、 雷佳、 王丽达……都是
从这个教学楼走出去的。 它是一棵艺术的
常青树， 一代代人才辈出， 与大樟树为伴，
在艺校校园共同构成自然与艺术的生命绿
色。

陈小亮

上次回家整理书柜， 翻阅一本旧书
时，看到书中夹着一张存折，我拿出来仔
细端详， 小小的本子上有七八页交易清
单， 上面一串串数字让我禁不住打开尘
封的记忆，思绪回到从前的岁月。

上世纪90年代，为了养家糊口，父亲
常年奔波在外。 每到开学季，我们兄妹不
菲的学费加上家里的日常开销， 让母亲
很是忧愁。 那时家里没有手机，妈妈总是
去村里小卖部的公用电话给远方的父亲
打电话。父亲深知家里花钱的地方很多，
每次都主动跟领导申请，提前预支工资，
匆匆赶在银行下班前把钱给母亲汇过
去。 第二天母亲去镇上信用社拿出父亲
汇过来的钱，给我们兄妹交学费，再用剩
下的钱买家里的生活用品， 钱又所剩无
几了。 那几年存折上的存入和支出的钱
几乎是持平的， 家里的日常开销总是入
不敷出，日子过得紧巴巴，钱实在不够用

的时候，还需要向邻居借钱。
到了新世纪， 随着家里增收渠道的

拓展及国家对学生学费的减免， 家里的
生活条件逐渐好转， 存折上存入的钱终
于超过支出的钱，余额越来越多。我上初
三的那年， 每个月家里的存折都有了固
定的进账， 仔细一看， 是国家的惠农补
贴，一年下来有1000元左右。 问母亲，母
亲看着存折上的数字， 满是感触地说：
“没有减免农业税之前，每年都要拉着好
几袋粮食去大队交公粮， 后来取消农业
税了，不仅不用上交粮食了，每月还能固
定领到国家的补贴， 这是以前想都不敢
想的事情呵。 ”得益于国家的好政策，勤
劳的父母努力奋斗， 我们家的生活越来
越宽裕了。

我上大学的时候， 父亲给我办了一
张银行卡，每月他们固定给我打生活费。
家里的存折一直放在家里的柜子里，除
了定期收取惠农补贴，很少拿出来用。

我大学毕业， 把人生挣到的第一笔

工资用手机银行转到了父亲的银行卡
上。 当我告诉父亲，我没有去银行柜台，
而是用手机操作就给他把钱转了过来，
每次汇款都要去银行柜台的父亲惊叹不
已。 过年回家时，我给父亲的银行卡开通
了手机网银业务， 给父亲的微信开通了
支付功能，当老父亲学会手机转账、微信
付款时， 他历经沧桑的脸上绽放着幸福
的笑容：“还是这个时代好啊， 农村的生
活水平提高了， 我们农民也能用上这些
高科技的东西了。 你们年轻人要倍加珍
惜这个好时代， 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
生活啊。 ”

改革开放走过了波澜壮阔的40年，
城乡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 我们的生活
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泛黄的存折
逐渐被银行卡、微信转账、支付宝代替。
终有一天，它会被我们的生活淘汰。但是
我们不应该遗忘它， 因为它不仅见证了
一个小家庭这40年来的发展变化， 更是
社会快速发展变迁的一个缩影。

存 折

舒放

夫人手机控， 有着因爱好而40年逐
渐变化与进步的故事。

记得还是1978年的时候， 我们正在
热恋之中。 我在县里上班， 她在乡下居
住，所以两人的联系十分费力。 那时没有
手机，我常写信给她。 她不喜欢回信，总
是跑到十里路外的镇上打电话。 她说：
“写信贴邮票要八分钱，打电话的钱也差
不多。能听到对方说话，亲切哩。 ”说上一
阵子，两人心满意足地放下听筒，再望着
电话机久久发呆。 她总这么做，打电话的
发票积了几十张。

后来，我和夫人住到了县城。 我们买
不起昂贵的“大哥大”，待到老百姓能用
上手机时，我就为夫人买了一部手机。 那
家伙长方形，圆角，小巧，翻盖，白瓷面上
镌了一束小小的梅花， 十足女性味 。
虽然那时的手机只有打电话发信息
两个用途 ，她也中意得不得了，时时抓
在手里，吃饭时也放在桌上。 平日我在单
位上班，她不时打手机联系我，问我回不
回家吃饭， 要我趁下班的机会去集市买
菜， 反复发信息给我策划设计节日出去
游玩。 本来一些事情可以在晚上说，她偏
要在白天电话指示。 我只要出差在外，她
必定每晚一个电话， 不说上半个钟头决
不罢休。 打完电话还不过瘾， 又要发信
息，“多穿衣”“少喝酒”“早点睡”，简简单

单九个字，硬要分三次发送。 邀楼上楼下
的同伴们去逛街，本可以在地坪里叫喊，
她偏要拿起手机逐个呼唤一通。 出了门，
还时不时打开翻盖告诉我她的具体位
置。

眨眼间，我们到了基本上使用“老年
机”的年纪，但她坚决藐视，整天吵着要
买智能手机。 孝顺的女儿赶紧为她添置
了一部。 这家伙4G，屏幕很大。 她高兴得
像小孩一样连蹦带跳，举在手里嘚瑟。 两
天下来，她就学会了玩微信，玩QQ，玩视
频，玩百度，并在我们面前骄傲地宣布：
“我有几个微信群了！ ”她常在饭桌上畅
谈阅读微信的心得， 奥运亚运、 募捐扶
贫、西亚东欧、老虎苍蝇，说得头头是道，
慷慨激昂，还夹杂几句精彩点评。 平时看
到那些养生方面的文章， 必定转发到群
里去，也少不了点赞。 她还喜欢与亲戚朋
友视频。 她姐姐在北京带孙子，不晓得玩
手机，她就劝侄儿买一部，对姐姐进行远
程教学，硬是带出了一个优秀学员。 两人
常常视频， 看两边的孙子在屏幕上嬉笑
打闹，乐得哈哈喧天，笑声几乎爆屏。

那天，夫人又闷闷不乐了，不光忙家
务时提不起精神， 还总是盯着手机唉声
叹气。 我询问原因，她说在手机上看电视
剧，字太小，几乎看不清台词了。 女儿知
道她的心机， 连忙把自己的平板电脑塞
到妈妈怀里，她这才笑了。 一到晚上，她
就抄起“平板”躲到卧室里捣鼓起来。 我

原以为她只是看电视剧电影而已， 谁知
她在悄悄地下载歌曲、小品、相声、笑话，
再转发到她的群里。 女儿理解妈妈的新
爱好，忙说：“为你进步真快点赞。 哎，这
个平板电脑就奖励给你了！ ”

这些日子， 夫人又有新动作。 外孙
女参加了课外舞蹈培训班。 大女儿两口
子白天上班， 外孙女放学后一个人在家
做作业和练习舞蹈。 外婆年轻时是文艺
活动积极分子， 现在指导外孙女练舞真
是游刃有余。 可我们住的地方离她家有
点远。 夫人立即作出指示： 买一个摄像
头！ 女婿马上照办。 摄像头与夫人的手
机联网， 她就坐在家里遥控指挥 ， 纠
正外孙女不规范的动作 ， 要求她手
势和脚步怎么到位， 当然， 还要进行
表扬。 这么做了两个多月， 外孙女的舞
蹈大有长进， 获得了学校舞蹈队的奖
状。 有时外孙女把写好的日记放到摄像
头前， 要外婆批改。 夫人就在手机上截
图， 像老师一样批注一番， 乐得外孙女
在那头喜笑颜开。 这样做也有成效， 外
孙女在报纸上发表了作文， 还成为了小
记者。

40年过去， 我常常对夫人说起她当
年跑到镇上打电话的事情， 她感触很
深 ，说 ：“那时家家没有电视机 ，没有
手机，现在时代进步了，科技发展了，平
民百姓都是手机控了。 再过 10年 20
年，我们都会成为尖端科技控的！ ”

夫人“手机控”

孟宪佳

米升子自古就是量米的器具。 那物
件上了年纪的南方人都有印象： 南竹制
成， 外面镂出细细的条纹以防滑。 我见
过的最大的升子可装两斤米， 最小的可
装半斤米。

我家就是用的半斤容积的升子， 直
到上世纪70年代末这磨得油光可鉴的竹
器还始终躺在米桶里。 娭毑舀米时总叨
叨地念： 一升， 用手掠去一圈； 两升，
又用手掠去一圈。 那时我家6张嘴吃饭，
每餐至少煮1斤米。 因为我和弟弟正处
在吃长饭的年纪， 经常是菜碗当饭碗。
此情景社会化， 有一段顺口溜编得好：
钢精锅， 秈稻米， 餐餐吃得锅见底。 秈
稻米米质粗糙， 但蓬松发饭。 可一旦放
少了水， 煮熟的饭有点像无浆的木渣。
尽管如此， 城里的居民凭绿本本 （购粮
本） 也只能在国营粮店定量购买秈稻
米， 不是“农垦五八 ” 就是“鱼赤 ”
米， 别无选择， 无可奈何。 当时上桌的
菜普遍少油， 湖南人口味偏辣偏咸， 即
便是60岁的人， 虽已呈“廉颇老” 态，
但“尚能饭”， 年轻人更不必说。 所以，
量米下锅用半斤容量的升子， 应算是斯
文人家。

农村就不一样了。 柴火灶， 大铁
锅， 舀米的升子至少是1斤装， 不然应
付不了繁重的农活。 如果遇上了风雨不
顺的年辰， 到了农历的四五月份， 青黄

不接时， 借米度日成为常事。 那情景是
一个主妇提着木制的淘盆， 千万不可自
带升子， 找到有剩米的户上， 看着借主
用自家的升子往米桶或米缸里一罩， 一
个翻身堆得尖尖的1升米上来， 然后用
手抹平再倒进借米人的淘盆里。 熬到早
稻开镰收割， 新米出世， 借米的主妇赶
紧端着淘盆上门还米。 但仍不能带自家
的升子， 只能满脸谢意地接过借主家的
升子， 从淘盆里舀出1升米后， 再加一
捧堆到升子上 （似有几分还本还息的味
道）， 方可倒进借主的米桶。 这就是老
祖宗留下的习俗， 叫做平升借， 堆升
还， 有借有还， 再借不难。

在我们这辈人的印象中， 做崽时家
里的升子就没装过好米， 感觉每一升量
出的都是饥与饱。 到了自己添子添孙的
时候， 家里的米升子悄然换成了一只小
巧的塑料量杯。 老伴告诉我一杯2两。

看着玲珑的量米杯， 我认为喝酒还差不
多。 我家有老两口， 小两口， 还有两个
外孙， 6张嘴有5张要吃硬饭， 家中竟然
用2两的量杯舀米， 且每餐不超过3杯。
升子换成了量杯， 装的仍是大米， 只是
不经意间， 秈稻米变成“猫牙米” “泰
国香米” “东北珍珠米” “富硒米”
“五常米” 等小袋精装米。 以往维持生
命的米饭变成了喷香软糯， 晶莹剔透的
美食， 何况每餐有几样荤菜， 油重配料
齐， 自然味好。 多吃菜， 少吃饭， 饭菜
的关系颠倒了， 营养搭配均衡， 人添寿
的趋势成了必然。 我的老母亲已满95岁
了， 尽管每餐只吃大半碗饭， 眼下依然
腿脚麻利， 行走自如， 生活能够自理。

杯子代替了升子， 不仅是度量衡器
的变化， 而是一个由量大到质优的飞
跃。 这小小的杯子量出了舌尖上中国的
变化， 也量出了今天生活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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