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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著作袁 尤其是其中的讲话尧
演讲尧报告袁有个极为鲜明的特点袁那就
是说理遥 无论对党内对党外袁还是对同
级对下级尧对群众对朋友曰无论阐释党
的政策策略袁 还是表达个人看法主张尧
解答人们关心的问题袁乃至揭露敌人阴
谋尧破解敌人骗局袁他都是坚持说理袁以
理服人遥 由此形成了他那丰富多彩尧令
人惊叹的说理艺术遥

刘少奇的说理艺术袁主要体现在两
个方面遥 一个是他的说理态度袁平等待
人袁以情感人遥他在说理时袁能设身处地
替人着想袁从而拉近双方距离袁使对方
放下心理包袱袁 平心静气地听他说理袁
向他吐露内心想法袁 诚心服从他的道
理遥 他在领导安源路矿工人运动时袁耳
闻目睹工人中因小失大尧见利忘义的种
种表现袁内心焦虑不安遥 但他没有简单
粗暴地训斥这些工人袁而是一面以野我
们大家都是工友袁世界一家袁是兄弟一
样袁应该怎样的互相亲爱尧互相帮助冶相
劝勉袁一面以野有了事情袁俱乐部万余工
友不能各干各的袁 必须有统一的指挥袁
有规则的动作噎噎必须服从指挥才有
办法冶相告诫遥 如此有情有义的说理袁深
深打动了工人袁从此更紧密地团结在安
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周围遥

全国解放前夕袁在由人民政府接管
的部分城市工厂中袁同时接受了工厂原

有的管理人员尧技术人员遥 如何使他们
安心留下尧诚心合作袁是恢复国民经济尧
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一个大问题遥刘
少奇在对天津国营企业职员讲话时袁就
把这些留用职员称作野国家在工厂中的
组织者冶袁野是整个工人阶级中的一部
分冶遥 他还说袁职员和工人都是为人民服
务袁 大家在人格上政治上都是平等的遥
野国家依靠工人袁同时也依靠职工袁特别
依靠厂长尧工程师和技师冶遥这些暖心话
既着眼于政治大局袁 又关乎个人进退袁
其感召力量可想而知遥

刘少奇的说理艺术袁更多的体现在
他的说理方式的多姿多彩上遥 如院实话
实说尧开诚布公袁深入浅出尧举一反三袁
正反对比尧是非分明袁条分缕析尧丝丝入
扣袁逐层分解尧剥壳见芯袁权衡利害尧讲
究策略袁照顾各方尧不忘初心袁等等遥 说
理方式的多样化袁使得刘少奇的说理艺
术具有非同一般的广度尧深度尧高度尧温
度和力度袁充满魅力袁令人心服口服遥

当然袁刘少奇的说理艺术不是概念
化的东西袁也不是能归纳的公式袁难以
照抄照搬遥因为他的说理艺术源于他对
说理的重要性尧必要性的认识袁积之于
他长期尧多样尧复杂甚至尖锐的革命实
践遥

他精通马克思主义袁能自觉娴熟地
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看

问题袁把具体问题放到具体环境中去考
察分析遥

他有正确的群众观袁深知群众野是
有思想尧有要求尧能动的人群冶袁而野不是
木头或机器冶遥党群关系如鱼水袁而非主
仆袁对群众只能说服袁不能压服遥

他有民主作风袁深谙民主集中制要
义袁能正确理解与进行党内斗争袁主张
野在党内一切要讲道理袁 一切要讲清楚
道理袁一切要有道理可讲遥 冶野道理讲清
楚了袁一切都好办袁都容易办袁我们要在
党内养成讲道理的作风冶遥

他善于调查研究袁 又惯于独立思
考袁不盲听尧不盲从袁因而说理有根有
据尧具体深刻袁合辙合拍尧合情合理遥

他坚守共产党人的初心袁 时时尧事
事尧处处不忘为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谋
利益袁不仅谋局部利益袁更谋全局利益曰
不仅谋眼前利益袁更谋长远利益遥 从而
使他的说理具有恒久的力量袁纵然一时
不为人接受尧甚至误解袁终究会闪耀出
真理的光芒遥

总之袁刘少奇的说理艺术是他留给
党和人民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袁这些
精神财富对于当下加强党的建设袁巩固
党的团结袁调动方方面面的积极性更好
地投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中袁无疑
具有现实意义袁因而值得我们学习和弘
扬遥

时间过得真快浴 算起来袁这已是移
居果园迎来的第七个春节了遥

自下海开店 26年以来袁 每一年的
364天大多是在琐碎不尽的凡尘俗事中
度过遥常言道袁野摆罾守店冶袁要想在偏僻
乡村的一孔方寸铺店里讨一份生活袁得
耐得住寂寞袁坐得了冷板凳遥 即便是冷
板凳袁还要坐得早尧离得晚遥

唯有新年伊始的这一天袁 才不必早
早从舒适的被窝里爬起来袁也不必在八点
之前行色匆匆赶到店里曰 而可以自己作
主袁慵懒地打发这难得的 24小时袁感谢
野因开药店人忌讳袁一年难得首日闲冶了遥

早餐仍必不可少遥平素一日三餐都
是在店袁住处很少开伙袁七年来每一个
新年首餐都是方便面扛大旗遥有人认为
方便面为食纯粹是聊以裹腹的苟且袁是
对生活和胃口的潦草应付袁但我却觉得
它因为炸过袁要比平常的面条香脆可口
好吃得多遥而且二十多年来它似乎还是
价格上涨最慢的商品遥 1990年我月薪
108元袁买一包 60克装方便面是 4角 5

分曰现在 120 克一袋卖 1 元 5 角袁在这
个物价如孙悟空一般频频翻着筋斗的
时代袁是委实的难得了遥

方便面真是方便袁饮水机的热水往
盆子里一放袁捂上几分钟袁一份热气腾
腾的香面即成遥因受了台湾野康师傅冶方
便面使用棉花籽油 渊一种争议物质袁它
所含棉酚的肾毒性是肯定的袁大量食用
会引起不育尧肾衰等严重后果冤的恫吓袁
配料我是弃之不用袁而从地里拔来掰得
一根几瓣蒜脑葱头切了袁 和好酱醋袁伴
着吃了遥

安顿好胃袁便着手得闲之日的第一
件事院整理日记遥 多年来我摒弃用笔记
本日记的旧习改用 A4纸袁美其名曰野活
页日记冶遥这样做的好处很多院出门在外
无需带沉重的本子曰某日之事若有所增
感或补充袁可插页滔滔叙记曰没有了某
年写不完一本而某年一本又不够写之
虞曰写好的散页可分开隐藏在茫茫书海
册林袁以逃避某人的偷窥袁哈哈噎噎

先是把一年的活页集拢袁按春夏流

年理顺装订成册遥 一册在手袁似若过往
四季喜忧种种皆拳拳在握曰 翻开展阅袁
逝去日子又魔术般地在眼前铺陈袁一任
酸甜苦辣袁历历在目遥

纸上一年袁半日阅过遥 接下来便是
午餐遥妻抓了两把米袁在电锅里煲白粥遥
一碟去冬腌制的多味萝卜干袁算是喝粥
的最佳伴菜遥

午饭后的时光便要留给书籍了遥
倒不是读遥
一年下来袁书读过不少袁也买过许

多遥 不喜欢家里的书有汗牛充栋尧给人
学富五车的景象遥 于书而言袁我是个无
情人遥 这时袁便是我对它们去芜存菁的
时候袁除了那一橱历经岁月的淘洗千真
万确被我钦定为经典之外袁其它书都要
经过本主一年一度的考核遥凡觉其内涵
已被吃透袁 或文字已低于自己的水平
者袁一律下架请出书房袁给过去一年购
回的新宠腾出位置遥 数学家华罗庚说袁
野书要越读越薄冶袁 那可能指的是科学
书曰我则认为那不够彻底袁到一定的积
累之后袁 文学书籍非但要越读越薄袁更
要越读越少袁把一本一本读没遥 只留沉
淀下来的多少遍都读之不厌历久弥新
的作品袁毫无必要让那些营养价值已经
不高甚至不再存有的印刷品滥竽充数
地陈列其上遥 这显然符合经济规律袁那
就是在尚未成为对支付毫无畏惧的土
豪之前袁倒迫自己在购书时慎之又慎遥

有不少的小可怜袁 每年被末队淘
汰遥 遥想当年花银子买时袁也是一水的
崇敬啊浴 又想这些书籍似甘蔗袁甜汁儿
食尽便把渣儿弃地上遥

几碗粥到底经不起我那运行近五
十年依然强劲的消化系统软磨硬泡袁春
日离西山还有丈把高袁肚子即叽哩咕噜
的鸣叫起来遥 晚餐粥还是面钥 这是一个
无需思考的问题遥粥剩则粥袁不剩则面遥
连续几餐粥面下来袁 一时竟觉通身舒
泰尧手脚轻捷遥 接着便是绵绵正月的新
年酒宴遥偏偏我又是个经不起美食诱惑
的人袁各式美味佳肴在前袁举杯投箸中
嘴巴哪里停得下来钥 每每在撑得难受
中袁感念着大年初一粥面养好的脾胃底
子袁怀念起那一天消化系统和整个人的
悠闲和舒适来遥

文昌偶见渊组诗冤

阴段裘明渊一中冤

题记院文昌袁古称紫贝袁自西
汉建置已有 2100多年历史袁海南
航天发射中心所在地遥 2019年春
节袁笔者简居文昌袁有作遥

春日
春风沐寰宇袁大地竟芬芳遥
信步闲池阁袁飞来扑鼻香遥

观海潮
沙滩观海潮袁声势响云霄遥
风浪缘何起钥 共工怒触礁遥

海滩风筝
海阔边无际袁天高云有梯遥
东君抛袖舞袁一线纸筝迷遥

打鱼人
修网目纲明袁渔船欲远行遥
风云常不测袁吉日盼归程遥

起航
千帆搜一筏袁百鸟闹初春遥
锚起惊飞鹭袁危樯力万钧遥

清灡港
入港浪风平袁繁华集市宏遥
方言乡土异袁微客看分明遥

写生记
彩笔逛悠闲袁码头村景间遥
留连忘记返袁椰处荡千嬛遥

文昌之美
紫贝千年邑袁琼东一帜旌遥
九乡天下美袁镇海有航城遥

备注院野九乡冶袁文昌有称中国
椰子之乡尧华侨之乡尧排球之乡尧
航天之乡尧将军之乡尧长寿之乡等
野九乡冶之美誉遥

七律三首
阴钟明山渊象湖冤

纪念雷锋
革命熔炉火最红袁
历经磨难出英雄遥
雷锋同志千秋范袁
奉献精神四海崇遥
古有范丹传美誉袁
今闻军地续嘉风遥
继承血性先贤志袁
圆梦征程建硕功遥

贺新岁
谨辞犬岁进猪年袁
高挂灯笼贴对联遥
举国欢歌居盛世袁
合家斟酒庆团圆遥
荧屏焕彩良宵乐袁
蓬壁增辉笑语连遥
不忘初心跟党走袁
喜迎幸福舜尧天遥

游红井
猪年春月景清新袁
红井园中看客频遥
欣赏香樟千岁貌袁
品尝玉液一杯醇遥
苏区革命硝烟散袁
主席关怀福泽津遥
自古民生无小事袁
发扬传统庆长春遥

刘少奇的说理艺术
要要要在野刘少奇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冶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阴曹春荣渊市委党史办冤

粥面迎新
阴舍洲渊谢坊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