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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小说好在于有典型细节
阴贾平凹
有人说话有意思袁 有人说话没
意思袁 这便是你说的话能否表达你
要说的内容袁能否表达得生动遥俗话
说院话有三说袁巧说为妙遥 巧袁就是准
确尧形象而又美感遥 要达到巧袁达到
好的文学语言袁除了个人天赋外袁还
有许多后天要认识的东西遥
一尧搭配
好的语言是什么钥 即能准确表
达出人与物的情绪的袁 就是好的文
学语言遥怎样准确表达出情绪呢钥这
就是搭配遥 比较常用的汉文字大概
有四千多个袁四千个字由你搭配遥
搭配是一种实用遥 好的语言都
是实用的遥美就产生于实用中遥熊掌
的雄壮之美来自它捕食袁 马腿的健
美来自它奔跑遥 语言美来自能表达
情绪遥举例袁鲁迅的一句话院野窗外有

两棵树袁一棵是枣树袁另一棵还是枣
树遥 冶大家公认是好语言袁因为表达
了情绪遥什么情绪钥一种寂寞尧无聊尧
苦闷尧无奈的情绪遥
巴金有一篇散文 叶坚强战士曳袁
写一个战士负伤后爬回自己阵地的
故事袁 爬了七天七夜遥 全部是短句
子袁全部用句号遥 这样写着院野他抬起
头来袁天边有了星星遥 他抬了一下右
手遥他又蹬了一下左腿遥他向前爬了
一下遥 冶渊大致如此冤这样的短句和句
号袁 表达了他当时负伤的严重和爬
动的艰难遥 没有华丽之词袁 都是口
语袁文字的搭配传达出了情绪遥
二尧味道
看着和听着舒服的语言常常就
是人说的野这语言有味道冶遥 实际上
好的文学作品就是掌握个味儿遥

在搭配时袁 你首先要把握表达
情绪袁 然后再注意所选用的文字和
词句袁中国文字是象形文字袁有些文
字就存在质感袁 你不能把一堆太轻
的字用在一起袁 也不能把一堆太重
的字用在一起遥 再是要搭配出节奏袁
需要自己去体会遥
体会得好还是不好袁 有个人天
赋才情问题袁 也有个人后天修养问
题遥 什么人说什么话袁有什么样的精
神世界就会有什么样的文学语言遥
有人心里狠毒袁写出的文字就阴冷遥
有人正在恋爱期袁文字就灿烂遥 大才
的文字如大山莽岭袁 小才的写得老
实袁讲究章法的是小盆景袁大河从来
不讲章法遥 在一群人中袁你往往能看
出谁是大聪明袁谁是小聪明遥 小聪明
反应都快袁但说得刻薄轻佻袁大聪明

一般不说话袁说了一句就顶一句遥
三尧想象力
鲁迅的小说好在哪里钥 好在他
有典型的细节遥 如血馒头的细节袁阿
Q 临死画圆圈的细节遥 想象力在讲
故事时需要袁在语言运用上也需要袁
你没有想象力袁就写不了闲话遥
人说某某才华横溢袁 指的是闲
话袁因为水盛满了杯子袁还往出溢袁
溢的就是那些闲话遥 张爱玲的作品
往往是交代完人与事后要说许多闲
话袁 这些闲话从另一个角度来补充
前边的话袁像是在湖面上打水漂袁一
个水漂一个水漂闪现过去遥
四尧炼字
语言要让人记住袁 要让人眼前
一亮袁是因为你说得特别准确袁一下
子说到人与事的骨头上袁 或者你有

什么比喻袁 用最平常的话说出了一
个道理遥 但在叙述语言中袁你得用最
短的话把事情说清遥
炼字袁这是古人的讲究袁炼字的
目的是增加动感袁 所以都在动词上
野炼冶遥 如杜甫野牵衣顿足拦道哭冶七
字中四个动词袁平时说文字的硬度尧
张力袁指的就是会用动词遥
五尧还原
有的词的本义在使用中失去本
义袁你一还原袁就新鲜生动了遥 如发
生袁就是发了尧展了尧生了袁现在人说
发生袁常说院发生了事故遥 我写了野三
月去山东袁春正发生冶遥 如团结袁我写
野屋檐下有蜂团结冶遥 如糟糕袁我写了
野冬天里袁土疙瘩冻得糟糕冶遥
六尧土语
民间有许多好语言袁得留意遥 如

一个人讲院风刮得像刀子遥 再一点袁
采集民间土语遥 陕西民间散落了上
古语言袁沦为土语袁认真总结这些土
语袁你就会许多可用的词汇袁如野避冶
野携冶野欢实冶野泼烦冶野受活冶等等遥
七尧借鉴
语言严格讲袁讲究是无穷尽的遥
在结构上尧 节奏上尧 感觉上变化莫
测袁我以上谈的数点袁还仅仅局限于
中国古典和现代文学范畴中遥
自新时期文学以来袁 大量的外
国现代文学进来袁 又使我们开阔了
眼界遥 虽然中西文化背景不同袁语感
不同袁有些不能硬模仿袁如整段没标
点的袁 如特别长的句子节奏和过分
短促的节奏袁 但这些可以开通我们
思维袁有的仍可以借鉴遥
渊来源院当代文艺冤

从 陆 羽《 茶 经 》说 到 廉 江 茶 乡
阴李廷赋
陆羽叶茶经曳完成于唐朝安史之
乱期间袁廉江茶乡崛起于 21 世纪之
初遥两者相距何止千年袁而两者的联
系何止千丝万缕钥 叶茶经曳只是薄薄
的一本袁 但却是浩瀚茶文化的扛鼎
之作遥在茶乡品茶应该看叶茶经曳袁享
受现代文明的生活遥 它开篇写道院
野茶者袁南方之嘉木也遥 冶开卷有益袁
它说的都是我们身边的东西袁 让人
赏心悦目遥
茶起源于什么时候钥 问种茶的
朋友袁答案是源自上古神农氏袁据说
神农尝百草中七十二毒袁 喝茶而得
解遥 叶茶经曳也证实这个说法袁它记载
道院野茶之为饮袁发乎神农氏袁闻于鲁
周公遥冶叶茶经曳是茶领域不可或缺的
经典著作袁 权威性无可比拟遥 另有
叶神农食经曳载院野茶茗久服袁令人有
力尧悦志遥 渊长时间喝茶袁使人有力
气尧开心冤冶周公叶尔雅曳载院野槚袁苦
茶遥 冶 于是可以肯定茶源自于神农
氏袁 其文化影响中国及周边地区数
千年遥茶在不同时期尧不同地方有不
同的称谓袁书里说有五个院一曰茶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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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文学名著叶斯巴达克斯曳是
19 世纪意大利作家拉法埃洛窑乔万
尼奥里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袁 讲述
发生在公元前 1 世纪古罗马时代的
一场声势浩大的角斗士起义遥 乔万
尼奥里充分发挥他的艺术想象力袁
借助大量的合理的虚构铺写成一部
规模宏大的长篇巨制遥
拉法埃洛窑乔万尼奥里渊18381915)袁生于罗马袁年轻时在撒丁王
国的军队里任军官袁 参加过反对奥
地利占领者的斗争遥 退役后在师范
学校教授文学尧历史袁同时从事新闻
和文学活动袁以长篇历史小说叶斯巴

二曰槚渊jia冤袁三曰蔎渊she冤袁四曰茗袁
五曰荈渊chuan冤遥 最初袁茶是被作为
药来喝的袁此后才进入平常生活遥
茶在哪种土壤生长最好呢钥 叶茶
经曳认为袁上等茶生长在山石积聚的
土壤上尧空气清新的环境里袁并且是
野外尧带露的茶芽更好遥 所以在电视
中常出现凌晨击鼓采茶尧 日出之前
鸣钲收工的情景袁 还有无数茶女提
着篮子穿行袁其壮观画面令人沉醉遥
陆羽所在的时代喝什么茶钥 他认为
浙江绍兴的瓷器最适宜泡茶袁 其中
的原因是绍兴瓷器风格偏绿袁 与茶
的颜色匹配遥 可见他接触的多是乌
龙尧绿茶袁而其他品种要么是后世才
研发的袁 要么是在他没有去过的地
方遥陆羽时代哪里的茶最好钥他严格
考察认定院湖北宜昌袁河南光州袁浙
江湖州尧绍兴袁四川彭州尧都江堰的
茶都是上品遥 陆羽也知道粤西尧桂南
自古有喝茶的习惯袁 并说有种瓜芦
树很像茶袁味道苦涩袁常被用来招待
客人遥 还有的地方他只指出有茶尧味
道如何袁而没有下结论遥

在这里我想起另外的事情院廉
江西北部是全国闻名的 野花岗岩王
国冶袁石质土壤遍布丘陵山区袁且山
清水秀尧空气清新袁是陆羽所指的产
好茶的地方遥 它主要出现在花岗岩

地区袁如长山尧塘蓬尧石颈噎噎加工
方面一直推广采露茶尧春茶袁它与千
年茶文化早已接轨遥 廉江茶的代表
品牌是乌龙袁 其中茗皇茶被作为国
礼送到瑞典皇室袁 早已经名声在外

达克斯曳(1874 年冤最为出色遥
根据名著叶斯巴达克斯曳改编后
出版的连环画套书叶斯巴达克思曳采
用以黑白面块为主体尧 略有些外轮
廓线的艺术技法袁通过运用横线尧直
线尧斜线尧以及各种不同形式的交叉
线表现了人物与景物的形体转折变
化袁线条奔放浑厚袁画面形象明快清
晰袁黑白对比强烈袁表达了一种结构
的力度与整体的力量袁 显示了黑白
两色完美结合的精湛技巧的艺术追
求遥 在用线上通过以许多粗细尧长短
不等的流畅线条袁处理出强弱尧虚实
和层次袁表现了不同的情绪氛围袁以
强调所要追求的艺术效果遥
雷德祖在这套连环画封面设计
上花了不少心思遥 第一册封面袁他把
斯巴达克思英勇威武的铜像屹立在
罗马广场上遥 第二册封面袁他把斯巴
达克思的爱人范菜丽雅的头像作为
背景袁突出在残酷的战争中袁仍有十
分珍贵的火热真挚的爱情遥 第三册
封面描绘了斯巴达克思在罗马军团
的疯狂围攻下袁 与敌人展开了残酷
的血战遥 第四册封面由于奴隶起义
不成熟的原因袁 斯巴达克思领导的
奴隶起义袁 终于被罗马统治者镇压
下去了遥 斯巴达克思悲愤地抱起他
亲密的战友克利克萨斯的尸体袁悲
壮的奴隶起义历史过去了袁 但他们
的英名和功绩袁 将被一代代地传颂
下去遥 叶斯巴达克思曳连环画套书的
四个封面设计袁 正是雷德祖成熟的
封面设计代表袁 是这套连环画封面

的魅力所在遥
翻开书页袁 在黑白光影组成的
明暗色块当中袁 一个逼真的古罗马
帝国呈现在眼前院 人潮汹涌的角斗
场尧高大宏伟的议事厅尧充满中世纪
色彩的街道袁搭建起一个逼真的野舞
台背景冶遥 罗马时期的角斗场平视尧
仰视尧 俯视等各种视角的环境效果
一流遥
雷德祖还注重对人物性格的刻
画袁画面色调丰富遥 人物与景物的黑
白灰依次交错袁 产生了很巧妙的色
层美遥 人物面部的亮面虽未过多的
渲染袁 但却很有结构与组织袁 形很
准袁在简洁中蕴丰富袁在刚劲中含柔
韧遥 尤其巴达克思尧妓女爱芙姬琶达
画得很是传神逼真袁充满了活力袁达
到艺术追求的高度袁 始终给人真实
的感受袁 通过人物不同的神情和相
互关系袁 表现了人物的个性和复杂
的斗争过程袁 使故事不仅吸引着读
者袁也教育了读者遥
在叶斯巴达克思曳中对斯巴达克
思的人物塑造上袁画家精于构思袁下
笔专注袁 笔下勾勒出斯巴达克思面
对苦难的生活流露出的痛苦和奋勇
抗争的不屈性格袁同时袁对奴隶主和
克拉苏的描绘也是入木三分袁 残暴
凶蛮的秉性在他们的神态和凶残的
眼神中尽显无疑遥 又如在塑造斯巴
达克思的亲密战友尧 主要将领埃诺
马依这个人物时袁 雷德祖将他画成
一个高大平头卷发的大汉遥 因为埃
诺马依是一员猛将军袁 但缺乏政治

头脑袁经不起诱惑遥 通过这些画面综
合起来给读者一种可见可想象的形
象遥 对于爱芙姬琶达袁书中将她塑造
成毒蛇一样的女人遥 因为对斯巴达
克思的爱得不到满足袁 导致了她对
斯巴达克思的恨袁而且这个恨袁毁灭
了斯巴达克思的军队袁 这个女人毁
灭了一切袁连同自己爱的全部毁灭遥
叶斯巴达克思曳出版之后袁在全
国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袁在 1981 年举
行的第二届全国连环画评奖中荣获
二等奖袁 成为了雷德祖连环画创作
的里程碑式作品遥
仔细观看画面中的建筑尧武器尧
物品尧服饰袁以及每一个高鼻深目尧
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袁 读者大概会
以为袁画家应该是长期在国外生活袁
至少是经常接触欧洲人袁 才能画得
出来的遥
然而袁 雷德祖一生从来没有走
出过国门袁 但他却是画外国题材男
性的高手遥 除了扎实的基础和惊人
的艺术天赋之外袁 更多的是勤奋和
心血遥 而后来袁雷德祖对绘画风格的
不断丰富完善袁 兼收并蓄了中外绘
画之长袁 加上本身具有的灵气与勤
奋袁把绘画技巧表现得更为娴熟袁把
那流畅而变化多端的线条组成灰面
或黑块体积巧妙地组进画面之中袁
使画面更加深沉厚重充满力量袁创
作出了大量中外题材的优秀作品遥
雷德祖的连环画艺术成就袁 具有永
恒的艺术魅力遥

今日廉江茶乡 李廷赋 摄

了遥 廉江茶在市场有竞争力袁 粤西
野茶余饭后冶 指的几乎就是廉江茶遥
如果陆羽当初到过廉江袁 相信他会
在叶茶经曳补一笔袁写上野岭南上品茶
产自罗州渊注 1冤冶之类的话遥

陆羽为什么没有来到廉江钥 他
工作生活的主要地点是湖北天门尧
浙江湖州尧江西上饶尧广东广州遥 其
中他晚年做广州知府的幕僚袁 常跟
一群官员谈茶论道遥 他很喜欢考察
茶基地袁 但当时粤西是很偏僻的地
方袁且交通不便袁他没有留下任何来
考察的记载遥 他起初是在寺庙被养
大的袁 大和尚要他念经文尧 继承衣
钵袁但他偷偷研读儒学遥 被多次体罚
而没有改变袁 后离庙出走广交天下
朋友遥 他将儒家学说与茶学结合起
来袁泡的茶味道也没人可比袁被当地
官员赏识而到政府任职袁 因此有条
件写叶茶经曳遥 他其实还写很多诗文袁
其中有几首诗还被收入 叶全唐诗曳遥
应该说袁 当时他的文学名气比茶学
还大袁 但千余年后他被当作茶的神
仙来敬奉袁此一时彼一时也遥 陆羽在
多如牛毛的唐朝诗人中太平凡袁而
在数千年的茶文化中他太伟大了遥
注 1院唐朝时罗州管辖广东尧广
西边界地区 11 个县袁州治在今廉江
河唇区域内遥

有感王维《相思子》
阴吴复景

红豆生南国袁春来发几枝钥
愿君多采撷袁此物最相思遥
在唐朝时期袁南方女孩常拿红
豆来镶嵌首饰遥 王维以红豆开头的
这首诗袁是表达他对意中人的由衷
爱意遥 令他想不到的是袁这相思的
表达袁竟然传遍了全中国袁天南地
北的男女之情袁都引用此诗来寄托
相思遥 王维的野最相思冶成了唐诗的
相思之最遥 叶相思子曳这首诗袁至今
依然盛行遥
王维才华早显袁十五岁进京应
试袁虽然初试不中袁但少年天才遇
上了知音袁他弹奏琵琶袁他所作的
小诗袁赢得了王爷的青睐遥 待后来
高中进士时袁他已成为京城王公贵
族的宠儿袁稳扎在京城里遥
那正是青春年少袁 情窦初开
时袁他遇到了移居长安的民女甄姑
娘遥 第一次看了甄姑娘袁尽管甄姑
娘没有给他一个照面袁但王维回到
客栈袁睡在床上袁转来转去袁久久不
能入眠袁 满脑子都是甄姑娘的身
影遥大半夜袁窗外飘着雪花袁王维披

衣而出袁来到十多里外的甄姑娘住
处袁呆伫痴望遥
甄姑娘在窗前看见王维袁她白
嫩的面孔阵阵羞红袁双眸闪动着诱
人的秋波遥 不久袁两人堕入爱河袁成
双成对赏明月袁看花灯曰登大雁塔
观终南山脉袁 临九孔桥望商旅舟
船曰在长安郊外的城墙下袁忘情相
拥袁两人合成一人身遥 情切切袁意绵
绵袁相亲相爱过百日遥
然而袁王维的母亲来了一封亲
笔信袁给王维定了一门亲事遥 往时
不同今日袁孝子难违母命遥 甄姑娘
看了王羲之母亲的来信袁 脸色苍
白袁没有话语遥 几天后袁她要离开长
安回荆州老家去遥 她情丝千万缕袁
疑心是门第在阻硬遥 初恋通常都是
恋入骨髓的袁两人的心情都极为痛
苦遥 王维去送别伤心恋人时袁呈上
三尺绢帛五言诗袁绮念情思绵绵无
尽遥
甄姑娘离开后袁 王维居长安袁
月弹叶相思子曳袁弦弦寄相思袁消耗
着相思的能量遥 甄姑娘居南国袁嫁
人生子袁却珍藏着王维写给她的绢
诗袁从满头青丝到白发苍苍袁用一
生去回味遥
爱情若不成婚姻袁初恋谁不最
相思遥

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
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
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