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选购铁观音品味看型
在市面上有两种形态的铁

观音，一种是毛茶，一种是精
制茶，两者差异在于毛茶带
梗，精选已去梗。鲜叶通过初
制加工后的茶称为毛茶。由于
受产地、品种、栽培技术措
施、季节、初制条件、初制技
术等因素的制约，毛茶相对而
言较粗糙，无论是外部形态，
还是内质风格上均比较复杂，
不尽一致。而对毛茶进行了筛
分、拣剔、伴堆、烘焙等加工
技术处理后，使其符合成品茶
的规格要求，此类茶称之为精
制茶。有梗的茶滋味比较浓
郁，去梗的茶比较鲜爽。看个
人喜好。

观形：优质铁观音茶条卷
曲、壮结、沉重，呈青蒂绿腹蜻蜒
头状，色泽鲜润，砂绿显，红点
明，叶表带白霜。

听声：精品茶叶较一般茶
叶紧结，叶身沉重，取少量茶叶
放入茶壶，可闻“当当”之声，其
声清脆为上，声哑者为次。

察色：汤色金黄，浓艳清
澈，茶叶冲泡展开后叶底肥厚
明亮(铁观音茶叶特征之一叶背
外曲)，具绸面光泽，此为上，汤
色暗红者次之。

闻香：精品铁观音茶汤香
味鲜溢，启盖端杯轻闻，其独特
香气即芬芳扑鼻，且馥郁持久，
令人心醉神怡。有“七泡有余香”
之誉。近来国内外的试验研究
表明，安溪铁观音所含的香气
成分种类最为丰富，而且中、低
沸点香气组分所占比重明显大
于用其他品种茶树鲜叶制成的
乌龙茶。因而安溪铁观音独特
的香气令人心怡神醉，一杯铁
观音，杯盖开启立即芬芳扑鼻，
满室生香。

品韵：古人有“未尝甘露
味，先闻圣妙香”之妙说。细啜一
口，舌根轻转，可感茶汤醇厚甘
鲜；缓慢下咽，回甘带密，韵味
无穷。至于独特的“观音韵”
何解？至今茶人尚未能解说清
楚，只得留待后人品断，这也

正是安溪铁观音之魅力所以。
新茶是指刚上市的茶叶或是当
年的茶叶，这种茶叶以最早上
市、品质鲜嫩者为佳。陈茶，
是指存放1-2年以上的茶叶。一
般人们都喜欢饮用新茶，这不
仅是因为新茶汤色艳味香，而
且营养价值也高。鉴别新陈
茶，主要可以色香味和含水量
两方面入手。

(1)色香味：新茶的色、香、
味均佳，给人新鲜爽口的感觉，
饮后使人心旷神怡、心情舒畅。
陈茶色泽呈暗绿色或暗褐色，
汤色暗、枯黄、透析度降低、香气
低沉，并产生一种令人不快的
老化味，即人们常说的“陈味”。
茶叶的陈味，是其类脂成分发
生水解和氧化的结果；陈茶香
气消失，是由于茶叶中芳香物
质已挥发掉，以及不饱和成分
被氧化所致；陈茶汤色变深变
暗，是由于茶中的氨基酸和糖
分发生褐变所应的结果；陈茶
汤透析度降低，是茶中的茶黄
素被进一步氧化聚合的结果。

(2)含水量：只要用手指
捏一捏，已能很简单地鉴别新
陈茶。新茶一般含水量较低，在
正常情况下含水7%以下，茶叶
条索疏松，质硬而脆，用手指轻
轻一捏成粉末状。陈茶因存放
时间过长，经久吸湿，一般含水
量都比较高，茶叶湿软而重，用
手指捏不成粉末状，茶梗也不
易折断；同时，当茶的含水量超
过10%时，不但会失去茶叶原有
的色、香、味，而且很容易发霉变
质，以致无法饮用。

新茶的外观色泽鲜绿、有
光泽，闻有浓味茶香；泡出的茶
汤色泽碧绿，有清香、兰花香、熟
板栗香味等，滋味甘醇爽口，叶
底鲜绿明亮。

陈茶的外观色黄暗晦、无
光泽，香气低沉，如对茶叶用口
吹热气，湿润的地方叶色黄且
干涩，闻有冷感；泡出的茶汤色
泽深黄，味虽醇厚但不爽口，叶
底陈黄欠明亮。

家长们注意了，培养孩
子的音乐记忆力是智力发
展的重要构成部分，它是创
造音乐活动的基础。怎样发
展孩子的音乐记忆力呢?

1、及时复习、重复记忆
法。在培养孩子的音乐记忆
力时，每天应让孩子重复唱
一些歌曲或跳一些舞蹈。一
般重复3～4回，大部分孩子
都能记住了。但由于孩子开
始遗忘很快，尤其在短时间
内遗忘很多，以后逐渐减
少，所以重复练习要采取

“先密后疏”的原则，这样就
可避免遗忘。

2、形象直观法由于孩
子年龄小，思维方法以形
象、直观为主，而且感情色
彩较快，所以成人应采用形
象直观法，发展孩子的音乐
记忆力。

3、在音乐活动中，成人
应调动孩子的多种感官，进
行多形式、多渠道的记忆训
练。

4、寓记忆训练于孩子
的日常活动中。在游戏中想
像是极活跃、丰富的，记忆
在反复活动中得到发展，成
人应该让孩子在游戏中得
到愉快并发展记忆力。

双语环境

提高宝宝语言能力

在双语的环境中，语言

本事的地位是双重的，他既
是目标，又是手段。双语环
境是让幼儿在游戏及学习
的过程中自然地习得双语
能力，培养全球意识。

语言学习上有种说法，
5岁以前是学语言条件最好
时间。2岁左右的孩子模仿
能力特别强，没有思维上的
束缚，只要创造一个好的语
言环境，不用多长时间他们
就能掌握很好的英语听、说
能力。因此学习语言，不要
求语法知识上有多深的认
识，也可以增加对外语的敏
感程度。

孩子应在母语还没定
型时就接触到英语，因长大
后学外语，会受母语影响；
发音不标准、翻译带有浓厚
的“中国味”，背单词喜欢在
后面注上中文……究其原
因是母语根基太“牢固”。碰
到单词，忍不住用中文套，
看到一长串的句子便无从
下手。

三岁前“学习”外语
不必像成人一样，要经过
用母语思维再转换成外语
的过程。如：4个月大的宝
宝 ， 要 鼓 励 他 多 “ 说
话”，这个时期的大部分
婴儿已有了咿呀学语的能
力，父母尽量多听孩子的
喃喃自语，并及时给予中
英文回应，为其创造双语环
境，使宝宝习得双语能力。

重复记忆法
——— 最有效的培养孩子对音乐的记忆力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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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中九创

之所以扎根九创，与这

个平台的魅力是密不可分

的，这是一个年轻的团队，

或许经验、阅历没有提及的

资格，但是它富有激情。是

的，模式可以模仿，但激情

难以复制！一群80末90初的

年轻人组合在了一起，共同

的想要证明自己的价值观驱

使着奋勇前进！

在他看来，九创集团的

也像个80末的年轻人，胸怀

自己的梦想不断发展壮大。

像自己，前面的路还很长，

只要持之以恒，没有什么不

可能。

第四代整体家装是一个

新型产物，九创“28800精

装送到家”就是立足并发展

第四代整体家装，这必定是

一个趋势，因为“省时、省

力、省心、省钱”的四省模

式符合人们21世纪对服务业

日益追求完美的宗旨。所以

他相信九创会更好！自己的

团队可以在九创做的更好！

同事评价

“谢经理，人很好、要

求很严格”“很斯文、但发

起火来，不可想象”“好像

没 见 他 疲 惫 过 ， 很 有 激

情”……

同事眼中的谢云星如初

一致、通过平日的接触我们

也能感觉到他身上很多年轻

人不具备的优点。思想成

熟、在执行任务是从来只有

目标，不顾他人情感，有时

我们笑话他：你这样的去当

官，明天就被领导下放边

疆。他腼腆一笑，感觉又像

个孩子。用他的话来说：人

要乐观开朗、积极上进、但

对待工作要追求完美。他一

直在朝着这个目标奋进！

一次，客户的方案更

改，他觉得玄关墙必须要古

典壁纸修饰，客户则不为认

可，两人当即吵了起来，同

事不知两人发生了什么事，

赶来撮合。他说，我出钱给

你买，回头完工不满意你撕

了重换。无奈下，客户同意

了。后来我们问他：何必啊

这是，为了这事和客户伤了

感情，客户喜欢什么就要他

用就是了。他说：“我们

吵，原则上是对的，都是为

了客户的房子装好。作为一

位设计经理我要对他的房子

负责，这就相当于我的房

子，古典壁纸绝对好看，我

确信！”后来，完工了，听

说客户为他送来了锦旗，还

要请他吃饭。

这位阳光大男孩，给客

户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让人

们真切感受到了“年轻真

好”！我们感觉描述它需要

太多的文字，听谢经理说，

金秋时节了，这是一年中非

常好的装修时节，气候适

宜、温度湿度都很好，他也

会更加努力地带领自己的团

队为每一个客户新房装修出

谋划策。

(张海涛)

扎根九创 激情奋进
——— 记山东九创装饰集团，潍坊总部店设计部经理谢云星

一面鲜红的锦旗，一句
感激的话语，8月27日下午，
薛女士拿着锦旗来到济宁
协和医院，见到牛燕主任
时，她迫不及待冲到牛燕主
任面前，抱住她说：“牛主
任，你还记得我吗？”瞬间一
股暖流涌上了大家的心头。
笔者在现场也有幸见证了
这一感人的时刻。

原来，7月30日薛女士
因妇科疾病入院治疗，针
对薛女士的病情，牛燕主
任一方面联合医院多位专
家、教授为薛女士进行会
诊，保证手术的顺利，另
一方面密切观察病情，制
订了周密的治疗方案，在
医务人员的精心护理下，
薛女士病情一天天好转，
住院五天后康复出院，体
力恢复良好，很快投入到
工作中，为此薛女士十分

感激，送锦旗以表谢意。
“对济宁协和医院的医

护人员来说，一面锦旗是对
我们工作的最大肯定。”牛
燕主任动情得告诉笔者。在
工作中，牛燕主任经常说：
医务人员要加强自身修养，
还要通过各种更科学、系统
地方法培育，使医务人员对
病人是真诚、热诚的，医务
工作者应该有崇高的职业
道德，这是根本宗旨。牢固
树立崇高的精神状态，医
疗工作确实是一门实践性
强的工作，需要有非常渊
博 的 知识。 精 心 治 病 救
人，解除病人疾苦，传递
健康和快乐，是协和的心
愿，也以此为动力，更好
的 为 每 一 位 患 者 热 忱 服
务 ， 让 每 一 位 患 者 感受
到，家一样的温暖，亲人
般的呵护。(李从伟)

一面锦旗，一个故事，一份大爱

“半糖主义”代表的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态度，太苦的日子会使人

沮丧失望；过甜的日子容易让人不识甜为何物，不懂珍惜，也许生命

的最佳状态就是不回避烦恼与苦难，并学会给自己的日子加半勺糖，

在若有若无间体味生命的香甜，领悟甘苦参半的人生真谛。

“半糖夫妻”

婚姻生活新主张

“我要对爱坚持半糖主义，真心不
用天天黏在一起，要留一点空隙彼此才
能呼吸……”不知你是否听过由S.H.E

演唱的这首叫《半糖主义》的歌。也许因
歌而起，我们可以发现，现在的婚姻生
活中开始流行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半糖夫妻”。
生活中可以发现，恋爱中的一些

人们，生怕被对方瞧不起，看作轻
浮，始终强抑情感，表现得过分矜
持、拘谨，甚至胆怯，而另一些人却
与之相反，他们一味地让感情自然发
展，一泻千里而不可收拾。这两种做
法都是不可取的。长期停留在“非礼
勿动”的阶段，那是道学家的恋爱模
式，对方很容易就会感到误会，感到
失望，而失去理智的冲动，不仅会使
对方产生反感，也易使一些缺乏教养
的人，在得到满足之后，产生喜新厌
旧的邪念，即使结合了，婚后的生活也
会变得平淡无味。正确的做法应该是，
不“冷”不“热”。由“冷”到“热”，在
一定的限度内，有理智地使双方的亲
密度逐步升级，使恋爱过程始终处于
活泼、健康、令人陶醉的状态之中。

“爱情疲惫症”

爱情缺氧

我们还可以发现，还有很多人的
爱情观里有一个词叫如胶似漆，这样
的人爱情会永远甜蜜吗?可能只会甜蜜
一时，而不会长久。每段爱情都可能
来自于两人相遇时瞬间迸发的热情，
但这只能是为你们的爱情打下良好的
基础，但甜得发腻的爱情必会在现代
社会中让人生厌。

距离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有它存
在的价值。比如夫妻整天生活在一
起，难免会因为对方的缺点而发生争
吵。妻子一气之下回娘家，三五日之
后愁消气解，便又添几分牵挂和珍
惜，而独自在家的丈夫也会因此发现
妻子的重要，并增添了对妻子的理解
和思念。于是，便会有一方做出高姿
态，夫妻重归于好。而且，感情还会
因此得到升华。不难发现，一些夫妻，当
他们身处两地时，情书频繁，缠绵悱
恻，道不尽相思之情。可当他们同居
一室时，那种感情反倒消失了，久而
久之，争吵成了家常饭。其实，这是
因为爱情缺少喘息机会，患上了“爱
情疲惫症”，爱情之树，需要用温情
去浇灌，但又不可无休止地去浇灌，

否则无异于摧残。真正的爱情之火，
不会由于心理距离的增大而熄灭，反
而能培育可贵的婚姻向心力。

“半糖主义”

给生活留出一点空间

当两个人相爱的时候，并不是要
形影不离，如胶似漆，“一日不见如
隔三秋”，爱情就是生活的全部。但
有些人并不这样认为，他们爱得投
入，爱得热烈，爱得失去了自我。而
终有一天，两人都累了、倦了、厌
了，那么，爱情也就此时画上了句
号。我们要对爱坚持“半糖主义”。
“半糖主义”的含义很容易理解，就
是说爱情的双方应注意保持一定的距
离，给彼此留出空间和自由，这样的
爱情才会持久，不至令人厌倦。就像
一杯白开水，如果不放糖，水就会味
平淡无味；全糖，水味又太过于浓
甜；半糖，不甜不淡，刚刚好。

SHE的那首《半糖主义》，歌词写得
很精彩：爱不用天天粘在一起……永远
让你觉得意犹未尽，若有似无的甜，才
不会觉得腻。真心不用天天粘在一起，
要留一点空隙彼此才能呼吸……爱的
温柔何必一次都用尽……爱的秘诀就
是保持一定的距离!

灶资 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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