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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报谈茶，品廉江生活
阴李廷赋
野一张报纸一杯茶冶曾是悠闲
生活的写照袁野柴米油盐酱醋茶冶则
是常挂心头的内容遥 廉江是新崛起
的茶乡袁在创文中阅读氛围越来越
浓袁有典型的广东人野工作也是休
闲冶味道袁属于把古代文明与现代
文明较好结合的地方遥
廉江人喝茶比种茶早得多袁气
氛也浓得多遥 从城市到乡村袁在家
庭尧茶楼喝茶都成时尚袁边喝茶边
谈业务效率更高袁 茶成为礼貌尧文
明的代名词袁这几乎有广州尧佛山
日夜喝茶的传统遥 亲戚朋友往来袁
少不了泡上一壶茶袁 一番闲扯袁待
气氛融洽才进入主题遥 为减轻看手
机尧 电脑的疲劳而喝茶是个办法袁
边喝茶边看报纸也更有收获遥
常见的情景是袁人们拿几张报
纸尧桌上摆个手机袁拉拉杂杂地说遥
或时政尧社会新闻袁地方动态袁或街
头杂说袁都有说不完的话题遥 当然
有人在谈话中看手机或看报纸袁如
果适而可止就不显得失礼而中断
茶话遥 聊天的内容各不相同院俗气

一点的袁话题围绕鸡毛蒜皮尧家长
里短转袁 跟派出所查户口差不多曰
文化人则谈时事新闻尧茶余饭后的
杂说袁内容都在报纸电视上曰再高
雅的袁研究茶的品味尧历史以及地
方文化遥 不会说话的袁说着就扯出
是非袁 把开心的话题说到生气袁从
此不相往来遥 也有的谈着谈着就对
上眼袁自然成了合作伙伴遥 总之五
花八门袁茶与报纸构成一个世界遥
廉江人喝茶大致如此遥
茶乡是有茶文化的袁可以聊聊
茶学家尧好茶季节尧好茶产地袁解决
茶客关心的问题遥 现在资讯发达袁
茶的信息铺天盖地袁网络尧电视尧报
纸尧电台袁文字尧图片尧视频噎噎只
要有兴趣随时可读遥 只是网上信息
太多袁难分真假袁这时读报纸就有
作用了袁它能让读者知道权威的信
息遥
谈茶学家离不开赵佶遥 他是北
宋皇帝宋徽宗袁 是苏东坡的学生袁
文化艺术成就高于治国成就遥 他的
叶大观茶论曳是继陆羽叶茶经曳之后

的杰出著作袁他的花鸟画自成野院
体冶袁他的书法野瘦金体冶独此一格遥
但另一方面袁 他当皇帝是不行的袁
他没办法解决吏治腐败尧国家衰落
问题袁以至后来他跟儿子都被金人
抓去袁 他的妃子们也被金人享用
了遥 其实他上任之前袁有大臣就担
心他走南唐后主尧著名词人李煜的
路子袁做亡国之君袁算是有先见之
明袁但没办法遥 当然此后有岳飞为
迎回他父子俩而打攻打金国袁取得
很多胜利袁但也无济于事遥 那是后
话袁暂且不提遥
好茶季节在什么时候钥 后世的
茶学家大都参考陆羽的说法袁并结
合各自研究成果而定遥 他们都认为
春天的茶最好袁具体时间则有所不
同院陆羽认为应该在农历二尧三尧四
月之间曰 赵佶喝的是宋朝最好的
茶袁他认为在惊蛰开始采茶制茶才
行曰许次纾认为野清明太早袁立夏太
迟袁谷雨前后袁其时适中冶曰黄龙德
则认为采茶应该在 野清明之后袁谷
雨之前冶遥 看来谷雨前后的茶最好袁

这是大家都不反对的说法遥 现在廉
江人都以炒春茶为主袁其实也是用
陆羽的采茶时间遥 唐宋制法以繁琐
的工艺取胜袁蒸茶尧碾茶是主要工
艺曰明以后以简便易行取胜袁炒制
是主要工艺曰 现在以机制为主袁那
是更加新的工艺了遥
好茶产地在哪里钥 陆羽推崇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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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赵佶是宋朝
皇帝袁他说宋朝建立以来就喝福建
的贡茶袁他对此也颇为推崇袁尤其
推崇福建白茶曰明朝许次纾在叶茶
蔬曳说袁天下名山必出名茶袁六安茶
很有名袁 就出自霍山县的大蜀山曰
明末清初黄德明叶茶说曳认为野虎丘
茶尧 新安松罗茶以及产于武夷尧云
雾尧雁荡尧灵山的都是上等茶冶遥
明朝以前的上等茶产地大致
如此袁 清朝以来则有新的变化遥
考虑到时代尧气候尧工艺尧品味等因
素袁好茶的产地会有较大变化遥
人喝茶的品位不断提升袁制茶
工艺会成为茶品上升主要因素遥

诗 之 絮 语
不囿于主义尧流派尧风格遥 欲诗
时袁便诗遥
文无定法袁诗无定式袁诗袁逾规
矩袁突方圆袁破条框袁冲樊篱遥 语无
伦次袁诗无伦次遥 诗袁是呢喃袁是呓
语遥 诗袁是邂逅袁是缘分遥
诗袁是一种慢遥 诗袁是一种悟遥
诗袁可风花雪月袁可柴米油盐遥
可野空冶袁可野实冶遥 亦可野精致冶袁亦可
野粗糙冶遥 可野深冶袁可野浅冶遥 诗袁可
野高冶野大冶野雅冶袁 亦可 野低冶野小冶
野俗冶遥 野小冶中可见野大冶袁大俗袁也是
大雅遥 以微知著袁俗中见奇袁拙中见
巧袁平中见崛袁淡中见味遥
诗袁不以长短论气势容量遥 短
诗也能长河落日尧群峰巍峨尧山水
跌宕尧乱石穿空尧惊涛拍岸遥 短诗袁
方寸之间亦可气象万千袁尺幅之内
意蕴浩瀚遥 滴水映晨曦袁一叶察春
秋遥 管中窥世界袁隙罅观天地遥 短
诗袁无妨思想深邃厚重袁内涵丰盈
充沛遥
诗袁可微言大义袁亦可大言微
义遥 高手在江湖袁奇人在民间袁异士
在草莽袁好诗在刊外遥
在生活中漂泊袁 在诗歌中跋
涉遥 诗总在路上遥
在生活面前永怀谦卑袁在诗歌
面前永怀谦卑遥 诗袁不是告知袁不是
说出袁不是展示袁不是教诲袁不是指
点遥 诗袁是感受袁是意会袁是回味袁是
呈现袁是抵达遥
诗尽量不评袁或微评便可遥 让
读者去解读院正读尧反读尧歪读尧误
读遥 诗袁一条分缕析的评论尧逐字逐

阴黄育斌

渊网络图片冤
句地解读袁便无趣尧乏味尧寡淡尧失
蕴袁过多过细的论说尧点评袁会破坏
诗的质感尧美感尧诗感袁诗之美袁便
大打折扣遥 我写的是自由诗袁虽不
懂平仄尧对仗尧格律袁但崇尚追慕的
是唐诗宋词一脉的意境尧 蕴味尧内
涵尧气象尧格局遥
诗要有生活袁亦要有诗意遥 要
通俗尧易懂袁更要隐约尧蕴藉遥 诗袁尽

量简洁袁简约袁纯净袁纯粹袁删繁就
简袁修枝剪叶袁水到渠成袁自然而
然遥
花赏半开袁酒饮微醺袁诗读朦
胧遥 诗袁半梦半醒袁若隐若现袁似醉
非醉袁朦朦胧胧袁恍恍惚惚袁迷迷惘
惘袁晃晃荡荡遥
天空就是天空袁大地就是大
地袁云朵就是云朵袁流水就是流水遥

诗歌就是诗歌袁无需定义袁不必界
定遥 诗袁野私冶也袁私人的尧个人的尧
自己的袁野我冶只是野我冶遥
学习别人袁保持自己遥 我手写
我心袁我诗写我心袁我诗写我思遥
在高贵的诗歌面前袁我知道自
己的卑微袁但我依然不自量力热爱
诗歌袁像花朵热爱春天袁像灯光热
爱夜晚袁像翅膀热爱飞翔遥

外国文学名著
《红 与 黑》赏 析
阴廖增伟
叶红与黑曳是欧洲文学中最早
的一部批判现实主义杰作袁它以波
旁王朝复辟时代为背景袁以主人公
于连的遭遇为线索袁形象地揭露了
1830 年七月革命前夕尖锐复杂的
社会矛盾和政治斗争袁也有力地揭
示了封建贵族尧教会僧侣的反动本
质和奢侈腐朽的生活以及资本主
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金钱关系袁表
明了法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遥
作品中的野红冶代表了穿红色
军服的士兵袁野黑冶代表了穿黑色衣
服的教士袁这是当时社会中的青年
人出人头地的两条捷径袁也代表了
当时社会的社会特征遥
叶红与黑曳最主要的艺术成就袁
居对于连形象的塑造遥 于连窑索黑
尔是波旁王朝复辟时期小资产阶
级个人奋斗的典型袁他的个人奋斗
是在对社会的反抗与妥协相交替
中进行的遥 这种矛盾性格袁是革命
势力与复辟势力斗争时期的社会
产物袁 是各种时代风气影响的结
果遥 于连出身于小业主家庭袁因体
弱不能干活袁 经常受到父兄虐待袁
在社会上受到歧视遥 在他内心很早
就埋下了反抗的种子袁同时也造就
了他的向上爬的欲求遥 起初他想走
拿破仑的道路袁后来他又决心穿上
教会的黑袍遥 他对天主教的 野虔
诚冶袁以及对爱情的野追求冶袁实际都
是猎取名利的手段遥 直到被捕入狱
他清醒地认识到院不合理的社会决
不会容忍一个平民跻身于上流社
会的行列遥 于连的双重性格袁概括
了当时的小资产阶饭的反抗与妥
协袁具有很强的典型意义遥 作者通
过于连及其悲剧命运袁反映了复辟
时期对青年一代的腐蚀和摧残袁也
说明了小资产阶级中已再难产生
大革命时期的英雄人物遥
作品对社会的种种罪恶进行
了全面的批判袁同时袁成功地塑造
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袁尤其强
调环境对人物的影响遥 叶红与黑曳在
心理深度的挖掘上远远超出了同
时代作家所能及的层次遥 它开创了
后世 野意识流小说冶野心理小说冶的
先河遥 后来者竞相仿效这种野司汤
达文体冶袁使小说创作野向内转冶袁发
展到重心理刻画尧重情绪抒发的现
代形态遥 人们因此称司汤达为野现
代小说之父冶遥 叶红与黑曳被译成多
种文字广为流传袁并被多次改编为
戏剧尧电影遥 叶红与黑曳袁传世一百多
年袁魅力分毫未减遥
根据世界文学名著 叶红与黑曳
改编后出版的连环画 叶红与黑曳由
罗玉君翻译袁赵大昕改编袁高燕尧吴
冠英尧林原尧李可绘画袁浙江人民美
术出版社 1987 年 4 月第一版第一
次印刷遥
连环画叶红与黑曳是著名连环
画大师高燕的代表作之一遥 高燕渊

1940-1991 年冤袁北京人袁驰名南北
连坛的著名画家遥 高燕自幼喜爱绘
画袁少年成名袁天赋极高袁尤其喜爱
连环画和插图艺术袁立志为之奋斗
终身遥 十六岁创作第一部连环画
叶拼图曳袁开始了他的连环画创作之
路遥 之后袁画出了叶仇恨曳叶火曳叶苦菜
花曳叶潘虎曳等作品袁在美术界成为
了一颗耀眼的新星遥
再看高燕创作的连环画叶红与
黑曳袁他对故事发生年代的一切袁从
生活习俗到建筑尧服饰尧发型尧室内
陈设都有精确的了解遥 叶红与黑曳的
主要人物形象俊秀飘逸尧 超凡洒
脱袁背景简练袁寥寥几笔袁与画中的
主体相配恰如其分遥 他借鉴西方美
术技法袁讲究黑白对比袁充分运用
清晰的线条加黑白块面衬托尧略有
些外轮廓线的装饰风格画法袁间或
衬以中间色调表现明暗对比效果袁
甚至大胆采用大黑块的手法袁使人
物形象细腻感人遥 画面上洋洋洒
洒袁 勾画点涂着纯熟的线条与笔
触袁令人心旷神怡遥 特别是在明暗
处理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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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术追求袁效果十分突出遥
画家在塑造于连尧市长尧市长
夫人尧法官等主要人物时袁不仅准
确地表现出他们身份尧气质等固有
特征袁还根据不同的情境来反映其
心理活动遥 高燕成功地刻画了于连
在这一事件中的心理发展袁波澜起
伏而又丝丝入扣遥 在特写画面中袁
读者甚至可以感受到于连内心痛
苦而产生的肌肉抽搐遥 简练的笔法
蕴含着生动袁写实与夸张的巧妙组
合袁 让这一班人马的表演活灵活
现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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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特点在于明块中藏含蓄袁松紧
自如袁详略有度袁局部丰富耐看袁而
画面整体又浑然有致袁从而使整个
画面更加突出外国画的 野西洋冶味
道遥 这一画法袁既创造了鲜明的个
性形象袁也逐渐地形成了他的独有
的风格遥
几十年过去了袁很少再见到高
燕这样能画外国题材的人了遥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
第十三条 职工二百人以上
的企业尧事业单位的工会袁可以设
专职工会主席遥 工会专职工作人员
的人数由工会与企业尧事业单位协
商确定遥
第十四条 中华全国总工会尧
地方总工会尧产业工会具有社会团
体法人资格遥
基层工会组织具备民法通则
规定的法人条件的袁依法取得社会
团体法人资格遥
第十五条 基层工会委员会
每届任期三年或者五年遥 各级地方
总工会委员会和产业工会委员会
每届任期五年遥
第十六条 基层工会委员会
定期召开会员大会或者会员代表
大会袁讨论决定工会工作的重大问

题遥 经基层工会委员会或者三分之
一以上的工会会员提议袁可以临时
召开会员大会或者会员代表大会遥
第十七条 工会主席尧副主席
任期未满时袁 不得随意调动其工
作遥 因工作需要调动时袁应当征得
本级工会委员会和上一级工会的
同意遥
罢免工会主席尧副主席必须召
开会员大会或者会员代表大会讨
论袁非经会员大会全体会员或者会
员代表大会全体代表过半数通过袁
不得罢免遥
第十八条 基层工会专职主
席尧 副主席或者委员自任职之日
起袁 其劳动合同期限自动延长袁延
长期限相当于其任职期间曰非专职
主席尧副主席或者委员自任职之日

起袁其尚未履行的劳动合同期限短
于任期的袁劳动合同期限自动延长
至任期期满遥 但是袁任职期间个人
严重过失或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
的除外遥
第三章 工会的权利和义务
第十九条 企业尧事业单位违
反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和其他民主
管理制度袁 工会有权要求纠正袁保
障职工依法行使民主管理的权利遥
法律尧法规规定应当提交职工
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审议尧通
过尧决定的事项袁企业尧事业单位应
当依法办理遥
第二十条 工会帮助尧指导职
工与企业以及实行企业化管理的
事业单位签订劳动合同遥
工会代表职工与企业以及实

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进行平
等协商袁签订集体合同遥 集体合同
草案应当提交职工代表大会或者
全体职工讨论通过遥
工会签订集体合同袁上级工会
应当给予支持和帮助遥
企业违反集体合同袁侵犯职工
劳动权益的袁工会可以依法要求企
业承担责任曰因履行集体合同发生
争议袁经协商解决不成的袁工会可
以向劳动争议仲裁机构提请仲裁袁
仲裁机构不予受理或者对仲裁裁
决不服的袁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遥
第二十一条 企业尧事业单位
处分职工袁 工会认为不适当的袁有
权提出意见遥
企业单方面解除职工劳动合

同时袁 应当事先将理由通知工会袁
工会认为企业违反法律尧法规和有
关合同袁 要求重新研究处理时袁企
业应当研究工会的意见袁并将处理
结果书面通知工会遥
职工认为企业侵犯其劳动权
益而申请劳动争议仲裁或者向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的袁工会应当给予
支持和帮助遥
第二十二条 企业尧事业单位
违反劳动法律尧法规规定袁有下列
侵犯职工劳动权益情形袁工会应当
代表职工与企业尧 事业单位交涉袁
要求企业尧事业单位采取措施予以
改正曰企业尧事业单位应当予以研
究处理袁并向工会作出答复曰企业尧
事业单位拒不改正的袁工会可以请
求当地人民政府依法作出处理院

渊一冤克扣职工工资的曰
渊二冤不提供劳动安全卫生条
件的曰
渊三冤随意延长劳动时间的曰
渊四冤侵犯女职工和未成年工
特殊权益的曰
渊五冤其他严重侵犯职工劳动
权益的遥
第二十三条 工会依照国家
规定对新建尧扩建企业和技术改造
工程中的劳动条件和安全卫生设
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尧 同时施
工尧同时投产使用进行监督遥 对工
会提出的意见袁企业或者主管部门
应当认真处理袁并将处理结果书面
通知工会遥
渊未完待续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