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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云武

长沙城市周边有很多水库， 茶亭水库是其中之一，
而且名声还不小， 我的身边就有很多人去游泳。

茶亭水库位于望城区茶亭镇九峰山， 应该是因茶亭
而得名吧。 说起茶亭， 可有些来头。 古时从长沙到湘阴有
一条驿道， 本地称营大路， 是供行军用的车马路， 从九峰
山至铜官有一条马路， 从梅花岭(现为茶亭镇政府所在地)
至湘阴的樟树港也有一条道路， 这三条道路是当地重要
的交通干线， 都在梅花岭一个叫草鞋坡的地方交汇。 明
洪武年间， 一支谭氏族人来梅花岭落业， 在大道边建了
一个亭子， 专摆茶水供路人解渴， 不收茶钱， 由公田负担
茶水费， 另卖草鞋， 后来人们就把这里叫草鞋坡， 亭子则
叫义茶亭。 明末清初时， 有僧人在此建寺， 称茶亭寺。 至
清咸丰年间， 因行人逐多， 贸易渐盛， 沿义茶亭南北走向
便铺起了麻石路， 曰古道。 由此， 一个商贸集镇就这样慢
慢沿古道“集” 成了。

至于什么时候把义茶亭叫成了茶亭， 已无从考证。
不过， 自古以来， 国人总是从简而去繁、 扶正而弃歧的。
一个“义” 字， 虽情感热烈而崇高， 但同音字颇多， 各地
方言读音常不同， 想必当年交谈交往中， 时有麻烦， 不如
省去而直呼“茶亭” 的好。

相对于古老的茶亭而言， 茶亭水库要年轻多了。 听
一辈子居住在水库旁、 现已89岁高龄的余奶奶说， 茶亭
水库原只是九峰山下两口小塘。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大兴
农田水利建设， 从合作社、 人民公社、 大跃进、 文化大革
命， 一直修到上世纪80年代， 才成了现在上下两座如此
恢宏的水库。 那时候修水库、 筑大堤， 工地上人山人海，
战天斗地， 风雨无阻， 饿着肚子干， 既没有工钱， 也不讲
价钱， 大家也都干劲冲天。 不像现在， 有的工程队拿到项
目， 首先打算的是赚多少钱。

茶亭水库修好后， 承担着库下方圆10多公里农田的
灌溉。 2013年， 时任茶亭镇党委书记郑以仁， 带我们采
访当地冬季农田水利基础建设时说： “今年夏天的大旱，
多亏了茶亭水库， 保这方土地不受干旱， 农民的收成才
有了保障。”

现在的茶亭水库， 分上、 下两库， 于九峰山脉的山谷
之间， 梯级而坐， 中间还有一片湿地相连。 春季雨水充沛
时， 湿地也是一片汪洋， 因而， 看起来就成了上、 中、 下
三座水库。 而且， 无论怎样大雨滂沱， 水质依然清澈。 大
风起时， 碧波荡漾， 微风阵阵， 银光点点， 好似仙人长袖
轻抚水面， 扇起一漩涟漪。

伫立春雨中， 凝视这美妙景观， 望着绿绿葱葱、 云雾
缭绕的九峰山群， 我在想： 这水库之水所以能常年如此
清澈饱满， 都是因为青山的涵养和漫滤， 倘是山体没有
厚载的青绿， 水库恐怕也像众多川流湖泊一样， 一遇大
雨便洪泽汪汪， 虽是另一味壮观， 却少予了人们观赏的
纯真和怡心的静美， 甚至给观者一份闹心， 予泳者一份
扫兴， 是颇令人遗憾的。

在茶亭水库上库靠山的背部， 居住着几户人家。 去
年夏天， 我好奇地绕了一个大圈去拜访他们， 以为会谈
些关于水库的史料和情感。 无奈， 守家的几位妇女除了
回忆一点我已了解的历史传说之外， 便只会轻描地并不
以为神奇和秀美。 天天进进出出， 山还是这样的山， 水还
是这样的水， 几十年不变， 并不见得有什么出奇地好、 出
奇地美。 这自然是朴实的真言， 谁不这样?身边的美， 日
日谋面， 便习以为常； 身边的好， 时时身受， 亦不觉特
别。 当年的张家界内居住的人谁会觉得她是世界的奇特?
直到一组摄影照片公布于众， 才惊艳了世界!今天的城里
人， 在疲惫和厌倦了城市的喧闹和折腾之后， 想有一个
让心情放松与宁静的境遇， 便寻到了像茶亭水库这样的
去处， 并为之倾慕， 为之留恋， 为之向往。 于是， 每到周
末， 或是长假， 茶亭水库便聚集了众多城里来客， 有些干
脆搭起帐篷， 体验一把“夜宿九峰山脚， 柔情依水入梦”
的佳境。

细雨春晨， 驻足茶亭水库宽厚、 坚固的大堤， 俯望库
下大片正勃发新芽的良田， 我又在想： 当人们在享受今
天的美景， 收获丰收喜悦的时候， 是否也曾想起， 像余奶
奶那样的前人， 饿着肚子肩扛手筑的艰辛？ 传诵当年激
情岁月的壮美?
� � �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历来如此， 顺情顺理。 然而， 幸
福的后人们， 可曾追忆过前人的坎坷与困苦、 奉献与牺
牲?甚或至于因此而激励我们也为后人、 为后人的后人，
植下一片森林？

三月， 正是草长莺飞、 春风又绿江南岸的好季
节。 沅水之畔的武陵故郡常德市迎来一批海内外客
人： 知名的诗人、 作家、 教授、 文学理论家、 批评
家———第十三次国际丁玲学术研讨会在丁玲公园内的
丁玲纪念馆举行。 我有幸应邀参加了这个盛会。

与会代表中， 丁玲的女儿、 中国中央芭蕾舞团原
副团长、 著名编导艺术家蒋祖慧女士理所当然地格外
令人瞩目。 她这次是同老伴周良鹏先生专程来常德参
加研讨会的。 会议期间， 她和代表们一道， 到公园内
的丁玲墓地敬献花篮。 墓地的丁玲骨灰盒， 是2014年
10月丁玲诞辰110周年从北京八宝山移过来， 由她和
哥哥蒋祖林亲手放入墓穴的， 实现了妈妈“叶落归
根， 魂归故里” 的夙愿。 她还和代表们一起， 赴临澧
县黑胡子冲瞻仰了正在修缮的丁玲故居。

华年似水： 让芭蕾这门外来艺术在
中国这片土地上生根开花、 芳香满园

休会期间， 我去祖慧女士住所拜会她夫妇俩。 坐
在我面前的这位年过八旬的中国芭蕾舞剧编导元老是
那么朴实、 端庄而又平易近人。 一头卷曲、 花白的银
发， 瓜子型脸庞上虽然有了岁月不饶人的些许皱纹，
但依然容光焕发， 神采奕奕， 不失艺术家往日的青春
魅力和风韵。 她思维敏捷， 记忆力强， 谈笑风生， 说
到得意处、 动情处， 会不自禁地从座位站起来， 用她
习惯了的行云流水般飘逸优美的“舞台动作” 手势和
身段， 向你展示此时此境“剧中人物” 的思想情绪，
把你带入她讲述中的“故事”， 与她共享芭蕾艺术的

“真” 和“美”。
祖慧满腔热情地把哥哥祖林于去年10月刚刚出版

的一本 《丁玲传》 送给我， 还当场题字赠送给我2015
年8月中央芭蕾舞团祝贺她80华诞出版的精美影集
《华年似水———蒋祖慧八十感怀》。

翻开影集， 中央芭蕾舞团团长、 艺术总监冯英写
的序言立即吸引了我的目光： “一册有限画面的影集
浓缩了蒋祖慧老师的艺术人生。 从 《西班牙女儿》 到
《巴黎圣母院》， 从《红色娘子军》 到 《祝福》 ……
每一部舞剧的诞生无不闪现她的情怀与智慧， 无
不浸透她的心血与汗水。 正是她和老一辈艺术家
们对艺术投入了火一般的激情和不离不弃的追求，
才使芭蕾这门外来艺术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生根开花、
芳香满园……”

走上芭蕾舞艺术之路： 妈妈丁玲留
下的又一部 “杰作”

祖慧有坎坷而不平常的身世。 她1934年10月出生
于被丁玲称之为“魍魉世界” 的南京， 她和哥哥祖林
随母亲姓蒋 （丁玲原名蒋冰之）。 她一岁半时， 由外
祖母余曼贞带着她和哥哥回到妈妈的出生地常德。 全
面抗战爆发后， 1938年夏， 她不满4岁， 表舅好不容
易才把她兄妹俩送到延安妈妈身边， 哥哥进了保育院
小学， 她入了保育院， 后又进入保小和晋察冀边区联
中。 “老延安” 们都夸耀她是“喝延河水和边区人民
乳汁长大的‘红色娃’”。

我好奇地问： “您怎么会走上芭蕾舞艺术这条人
生道路呢？” “这是丁玲妈妈给她安排的———也是丁
玲妈妈留下的又一部‘杰作’！” 周良鹏老先生快人快
语答道。 “什么‘杰作’ 啊！ 我不过是我们党和新中
国培养的第一代芭蕾舞工作者之一员！” 老艺术家接
着不无自豪而又似乎有点“无奈” 地笑谈起那段往
事。

1948年底， 丁玲在长篇小说 《太阳照在桑干河
上》 在大连光华书店出版不久， 便参加以蔡畅为团长
的中国妇女代表团， 取道莫斯科去布达佩斯参加国际
民主妇联召开的世界妇女第二次代表大会。 在莫斯
科， 她观看了芭蕾舞名剧 《彼得大帝》 和 《泪泉》。
由普希金的叙事诗 《巴赫奇萨拉伊的喷泉》 改编、 著
名芭蕾舞艺术家乌兰诺娃主演的 《泪泉》 特别让她着
迷， 她深深爱上了这门独放异彩的典范的西方舞剧艺
术。

归国后回到沈阳， 丁玲住在鲁迅文艺学院写作，
恰遇东北行政委员会驻朝商务代办处主任文士桢 （益
阳人） 前来探望刚从朝鲜崔承喜舞蹈研究所学习回来
的陈锦清老师 （鲁迅文艺学院副院长张庚的夫人），
丁玲便拜托他把女儿也带到朝鲜去学舞蹈。 文士桢满
口答应， 但祖慧却不乐意———因为她喜欢的是化学，
希望将来在新中国搞工业建设呢！ 丁玲急了， 拿出乌
兰诺娃的剧照动员她， 说这位艺术家多漂亮， 芭蕾舞
跳得多么好， 还说： “新中国成立后， 不仅要发展工
业， 还要发展文化， 舞蹈也是人民所需要的！” 丁玲
还让陈明和陈锦清都劝说女儿。

祖慧女士风趣地说： “也许妈妈觉得我这个人脑
瓜子比较简单， 不是那种很科学的头脑或者很爱学
习， 比较喜欢蹦蹦跳跳， 是个搞舞蹈的苗子吧！” 她
最后同意了， 跟文士桢伯伯去了朝鲜， 跟崔承喜学习
舞蹈一年多。 回国后， 又在中国戏剧学院崔承喜舞蹈
研究班继续向这位名师学习。 这让她受益终生。

青春美好： 处女作初试锋芒， 一炮打响

青春总是美好的！1956年夏，祖慧由文化部选派到
前苏联国家戏剧学院舞剧编导系学习。留学5年，她系
统“掌握了编导芭蕾舞剧所需要的钥匙”。1960年下旬，
她利用暑假回国，在天津歌舞剧院大力支持下，第一次
编导了根据西班牙著名话剧《羊泉村》改编的大型芭蕾
舞剧《西班牙女儿》。她很喜欢这个英雄主义题材的舞
剧，认真做了案头工作，精心编导当年10月在天津首演
便获得成功，后来在北京上演也获得好评。时任最高人
民法院院长谢觉哉看过后，高兴地写了一首诗《看〈西
班牙女儿〉演出作》发表在《天津日报》，为之点赞：“农
村儿女尽英雄，异国神州罔不同。水自明漪花自笑，轻
如飞燕娇如龙。惊人吐玉鼓声震，耀眼威阳火炬红，三
百年来传颂歌，聪明勇敢女儿风。”

“你们敢想敢干啊， 有革命志气！ 可贵！ 可贵！”

茶亭水库，
有一潭岁月在荡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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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总理看完舞剧后夸赞
道。 他还安排在民族宫演出欢
迎来华访问的缅甸总理吴奴。

这是祖慧女士的毕业作
品， 也是她的处女作。 初试锋
芒， 便一炮打响， 对这位青年
学子是极大的鼓舞和激励 。
1961年夏， 她毕业回国， 进入
北京舞蹈学校实验芭蕾舞团
（1963年改为中央歌剧舞剧
院， 现名中央芭蕾舞团）， 成
为一名职业编导。 直到1995
年初离休， 除去“文革” 的灾
难岁月， 她30年如一日， 孜孜
不倦， 为芭蕾舞这门外来艺术
在神州大地生根开花、 繁荣发
展， 献出了自己的美丽青春和
毕生心血。

编导《红色娘子军》：
新中国舞剧史上的一
座里程碑

“您平生最得意之作是什
么？” 我冒昧地问。 “艺术贵
在创新， 创新没有止境。 作品
好不好， 要由历史检验， 由人
民说了算。” 老艺术家谦逊地
说。 我脑海里立即升起一座

“高峰” ———1964年红透华夏
的大型芭蕾舞剧 《红色娘子
军》。 它的编导正是蒋祖慧与
李承祥、 王希贤三位大腕。 我
请她谈谈经过。

1964年伊始， 祖慧女士
接到了与李、 王合作将电影
《红色娘子军》 改编为芭蕾舞
剧的任务， 令她十分兴奋。 这
是洋为中用、 芭蕾艺术中国化
的一次最好的实践机会。

根据院领导的安排， 她和
其他编创人员一起， 下海南深
入生活。 丰富的生活感受， 对
舞剧总体结构、 各分幕的细致
结构及舞蹈语汇的设计都起到
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是此次
创作给她带来的最大体会。

进入钢琴联排以后， 全体
演员、 演奏员130人都下连队
当兵。 编导和作曲家多方面听
取文艺界专家、 军队领导和战
士们的意见， 认真打磨， 精益
求精。 又经过两个多月的细
排、 合乐， 这部舞剧于1964
年9月底正式公演， 得到毛主
席、 周总理的肯定和赞扬， 同

时得到艺术界的好评， 观众也
一致叫好， 实现了赵沨院长提
出的要排出一部群众、 领导、
专家“三满意” 的作品的要
求。

这部反映中国革命题材的
芭蕾舞剧， 用现实主义精神和
浪漫主义情怀相结合的手法，
在洋为中用、 古为今用、 芭蕾
民族化的探索中， 充分发挥创
新精神， 音乐和舞蹈都获得巨
大成功， 充满中国民族艺术的
韵味， 是新中国舞剧史上的一
座里程碑。 剧中主要人物的设
计各具特色， 都有自己特定的
舞姿造型， 吴琼花弓步足尖的
回首怒望、 洪常青气贯长虹的
大段独舞等， 都在观众心中留
下了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象。 它
久演不衰， 半个世纪内先后演
出2000多场， 成为伴随几代
人成长的美好记忆。 它还走出
国门， 让异域观众领略了中国
芭蕾艺术的灿烂辉煌。 西方学
者评价说， 《红色娘子军》 的
价值和内涵已经超出时代和意
识形态的局限， 是人类优秀文
化遗产的一部分。

访谈中， 祖慧女士透露：
这个作品创编过程中， 自命为

“旗手” 的江青曾横加干预，
并妄图将作品窃为己有。 院领
导和编导们进行了坚决而又有
理有节的抵制， 使其阴谋未能
得逞。

荣 获 中 国 舞 蹈
“荷花奖 ” 终身成就
奖：湖南的优秀“外孙
女儿”

像许多正直、 善良而又卓
有成就的艺术家一样， 祖慧女
士在“文革” 中遭受迫害， 被

“隔离审查 ” 并下放劳动 。
“文革” 后她回到中央芭蕾舞
团工作， 重新焕发创作的青春
活力， 先后参与编导大型音乐
舞蹈史诗 《中国革命之歌》 和
舞剧 《杨贵妃》 《雁南飞》 等
多部作品， 并以组长、 艺术指
导的身份， 频繁参与对外文化
交流活动或参加国际芭蕾舞比
赛。

特别让她赢得声誉的， 是
1980至1981年她编导了根据

鲁迅同名小说改编的舞剧 《祝福》， 这
是她再次冲刺艺术高峰的一部精品 。
《祝福》 （二幕） 首演， 就在文化部直
属院团观摩评比演出中获编导一等奖、
表演一等奖， 随后赴欧洲多个国家、 前
苏联和菲律宾等国演出， 并在美国30多
个城市巡演， 可谓“誉满全球”。 《祝
福》 全剧公演后， 荣获“20世纪经典”
提名奖。

老艺术家离休后“宝刀不老”，
继续为各类演出、 剧目、 团体担任编
导， 并不遗余力为众多专业或业余舞
蹈团与学校讲授舞蹈课， 发挥余热，
广育桃李， 备受同行和文艺界敬重。
2014年她荣获第九届中国舞蹈“荷
花奖” 终身成就奖。

诚如中央芭蕾舞团团长冯
英在祝贺她 80华诞时所言 ：
“蒋老师缤纷的艺术人生显示
出， 一个真正艺术家一定是植
根于人民、 服务于人民的。
她对祖国和人民充满了无
限深情， 她的艺术之火温
暖着无数投身艺术之路的

一代代青年人， 她对艺术的挚诚追求、
对创作的无限热情、 对人生的坚定信念
无不触动、 感染和激励我们的心灵。 中
芭为能有蒋老师这样杰出的编导大师而
深感自豪！”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湖南省社
科院研究员，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
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