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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收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 （草
案）》6月29日在中国人大网公布， 向社会征求意
见，征求意见截止日期2018年7月28日。不久前，提
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审议的个税
法修正案草案，引发社会高度关注。当时，媒体只
是披露了部分内容，草案全文尚未公开。此次公开
草案全文征求社会意见，显然具有多种意义。

个人所得税作为涉及面最广的税种之一，
涉及到千千万万老百姓的切身利益 。“开门立
法”于公众而言，既能了解草案详细内容，也有
机会表达自己对个税法的意见， 相信不少纳税
人会积极表达自己的诉求。 再者， 于立法者而
言，则能从公众意见中了解民意、吸收民智。这

种做法可谓是两全之策。
值得关注的是， 虽然此次修法有不少亮点

受到舆论好评，如大幅提高个税起征点、首次增
加专项附加扣除以及增加反避税条款， 但也出
现了多个争论点，比如起征点是全国“一刀切”
还是因地制宜？ 专项附加扣除能不能多考虑一
老一小？

也就是说草案中的不少规定存在分歧。而
此次公开征求民意，显然是化解分歧、增进共识
的最好办法。 并且， 当立法者倾听了不同的意
见，修法才会更公平。

当然， 立法也是一个博弈的过程， 尤其是
“开门立法”， 会让这种博弈更加激烈。 一般来
说，纳税人希望减轻税负，而征税人希望增加税
收。那么，如何平衡博弈双方利益，对立法者是

一种考验。而立法者敢于公开征求意见，也意味
着有信心接受考验。

希望无论是纳税人还是收税人或是专家学
者，能够就个税法草案积极建言献策，因为各种
意见越多，越有利于个税公平。2010年，车船税
法草案公开征集了10万条意见成为一大亮点，
应该说个税法比车船税法涉及面还要宽， 最后
征集的意见数量或许更多。

同时，也期待立法者全面了解、科学梳理、合
理吸收各种社会意见。假如吸收社会意见后，草案
仍存在某些争议，不妨多次征求意见，之前已有先
例。另外，还可以吸收其他国家的个税立法经验。
一些国家已经实践了多年，不管是教训还是经验
对我们都有启示意义。总之，只要利于个税法公平
合理，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吸收“营养”。

关育兵

6月29日，网络文学现实主义大赛获
奖作品影视签约仪式暨第三届大赛推进
会在上海举办。本次活动主题名为“倡现
实主义创作，扬网络文学正能量”。

网络与文学联姻，产生了网络文学。
应该承认的是， 网络原创文学最初是从
幻想题材开始，玄幻、武侠、仙侠、游戏等
题材铸就了早期网络文学的兴盛。 但这
并不意味着， 网络文学就拒绝现实主义
题材。

受众的多样化， 决定了网络文学的
多样化，决定了在网络文学的大舞台上，
幻想题材与现实主义题材， 都是不可或
缺的重要角色。

网络文学需要现实主义题材， 是由
网络文学的发展现状决定的。 网络文学
发展到今天，已经走入了瓶颈，剧情套路
化、人物脸谱化、情节模式化，无论是读
者，还是评论家，都不满意。原因并不复
杂，一是网络文学不接地气，让读者沉浸
在虚幻之中； 二是没有从现实中吸收营
养，段子用完，思路枯竭。网络文学要获
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就必须植根于生

活，植根于读者。
网络文学需要现实主义题材， 已被

网络文学的发展所证实。2015年，首届网
络原创文学现实主义题材征文大赛启动
以来， 一批优秀的现实主义题材的网络
文学作品，受到读者热烈欢迎。获奖作品
《复兴之路 》《大国重工 》《明月度关山 》
等，不仅网络热捧，也出版了纸质书，有
的还将以影视形式与大众见面。 现实主
义题材与网络文学的有机结合， 绽放出
了星星之火，并且已经形成燎原之势。

事实上， 幻想题材与现实题材并非
水火不容， 而是水乳交融中孰轻孰重的
关系而已。从《西游记》里，人们能够读到
明朝的市井生活； 作为网络文学作品开
山之作的《第一次的亲密接触》，同样也
有现实生活的因素。 同样， 现实主义作
品，也需要想象力，没有了“源于生活，高
于生活”的想象力，文学就只会成为生活
的流水账。

网络也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大舞台。
真正伟大的作品，永远是反映时代，又高
于时代，实现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
相统一的， 能同多数普通人的生活和情
感产生共振共鸣的作品。

王旭东

高考已经结束，高考志愿填报也进入尾声，
考生们等待的就是录取通知书了。有报道称，清
华大学2018新版录取通知书已经备好， 由师生
共同打造、手工定制，预计7月3日发出第一封。
打开录取通知书，3D校门就会跃然纸上。

大学录取通知书，是步入高等教育的“通行
证”，具备实用与收藏的双重价值。单纯从“通知
功能”来讲，无论是什么样子的通知书，只要有
姓名、时间、地点等关键词就OK了。然而，从其
收藏及衍生价值来看， 一份录取通知书承载着
一所大学的“整体形象”，或者讲，是学子对即将

成为其中一员的大学的“第一印象”。如今，录取
通知书，不仅是入学的凭证，更是点燃新生“向
往与渴望”的催化剂。

通知书“撞衫”，可能不是“纯属巧合”。2015
年7月27日，武汉大学官方微博展示2015级本科
录取通知书，8分钟后有网友质疑与中国人民大
学2014年的录取通知书“字体雷同，构图雷同”。
随后，两校的校友开始了一场网络交锋。有人叹
息：“撞衫” 的通知书背后揭露的是高校匮乏的
创新力。

录取通知书蕴涵的“诗和远方”，一方面表
现在从此将迈进象牙塔，一个诗意的新远方，一
次青春的新跨越，一次求知的新起航；另一方面

体现在对入学新生的启蒙与激励， 诸如清华大
学新版录取通知书的 “端庄与厚重、 灵感与智
慧、青春与未来”内涵与寓意。对“诗和远方”的
追求，不仅是每个人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一部分，
而且是个人奋斗与努力的重要动力。 对于青年
人来讲， 这种启蒙与激励会产生学习求知的力
量，孕育责任担当的基因。

见“微”知著，录取通知书的创新变化是大学
创意能力的“微体现”。大学是培育人才的地方，
是一个人接受高等教育的处所， 其自身创新力、
创造力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无论是“创时代”的砥
砺前行，还是“创动能”的有效释放；无论是“创人
才”的培育培养，还是“创未来”的期待期盼……
大学及其高考教育的改革创新都是无比重要的，
“打铁需要自身硬”，育人需要大学强。高等教育
进入新时代，改革与创新永远在路上。

广集民意会让个税法更公平

毛建国

为进一步保护女职工合法权益，《江
苏省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于今年７
月１日起正式施行。 新规增加已婚待孕
期、更年期保护，并首次将女职工全孕程
保护纳入其中。

社会舆论场一直存在“保胎假”的呼
声。女职工的产假，一般是从预产期前15
天开始批准的。但现实生活中，一些怀孕
女职工存在着“保胎”需要。尤其是二孩
政策实施后，一些大龄孕妇的“保胎”需
要，也更加突出。

对妇女儿童权益的保护， 是观察社
会进步的重要视角。 这些年对于女性权
益，特别是对于女性生育权益的保护，已
经走向全面化、细节化、制度化。拿“保胎
假”来说，不仅有呼声而且有探索。比如，
这次江苏以地方立法的形式确认了 “保
胎假”，就是社会进步的标志。

全孕程保护散发着浓浓的善意，让
这个夏天清凉了不少。不过，许多善意是
需要成本的，全孕程保护也如此。比如女
职工在休息期间的薪酬问题， 就是用人
单位不得不正视的问题。包括“保胎假”
在内，全孕程保护之所以没能全部推开，
也主要是受到了成本影响。

而且，社会上也存在“上有政策下有
对策”的情况。众所周知，“宁用武大郎，
不选穆桂英”的就业歧视问题依旧严重。
与其他歧视不同， 就业歧视更多是一种
精心选择，用人单位未必歧视女性，更多
基于对自身利益算计的结果。 在对女职
工经期、孕期、产期、哺乳期等“四期”保
护的基础上，现在又增加已婚待孕期、更
年期的保护， 会不会加剧当前的就业歧
视？

当然，如若真的加剧了就业歧视，必
定要对用人单位进行道德谴责。 可对于
当事人来说， 需要的并不只是 “出一口
气”，而是要实实在在地解决问题。其实，
也不是所有女职工都存在“保胎”要求，
在这一背景下， 能不能探索善意与善意
的融合？比如说，建立一项关怀政策，对
用人单位提供一定的税费优惠。或者，设
立一项“全孕险”，政府、单位和员工共同
缴纳，减少一些企业成本，也让坚持工作
的女职工得到一定的激励。

任何一种福利， 都不可避免涉及到
成本问题， 正视成本问题才会得到更好
落实。全孕程保护也是如此，以善意呼应
善意，才能结出善果。换而言之，全孕程
保护也应该是全流程保护， 群策群力更
能深入人心。

网络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大舞台

全孕程保护：善意当结善果

录取通知书蕴涵的“诗和远方”

高铁上不能抽烟，很多旅客都知道，高铁
上也不能喷浓度高的香水和防晒喷雾， 你知
道吗？近期，一女士乘坐高铁过程中喷了高浓
度的香水，导致列车“自停”延误3分钟。其实，
类似导致高铁停运的事件非常多， 如何避免
类似事件是一个非常严肃话题。

显而易见， 香水、 防晒喷雾逼停高铁事
件， 暴露出铁路部门违禁品不明确及宣传力
度不足的短板。安全无小事，责任重于天。铁
路部门应提高“冷门”违禁品的重视程度，采
用与“禁止吸烟”捆绑的方式，通过车站公示
栏、宣传屏幕、高铁播音、下发宣传手册等多
种方式广而告之， 让民众及时了解乘车违禁
品是什么及其危害性。 文/程令强 图/朱慧卿

“高铁上勿喷香水”
还需广而告之

新闻漫画

湖红工夫茶产自湖南省安化、 新化、涟
源、邵阳、平江、浏阳、长沙等县市，大湘西地
区的石门、慈利、桑植等县所产的工夫茶谓之
“湘红”，归入“宜红工夫”范畴。

湖红工夫是我国历史悠久的工夫红茶之
一。据《同治安化县志》（1871年）载：“洪（秀
全）杨（秀清）义军由长沙出江汉间。卒之，通
山茶亦梗，缘此估帆（指茶商）取道湘潭抵安
化境倡制红茶收买， 畅行西洋等处。 称曰广
庄，盖东粤商也。”又载：“方红茶之初兴也，打
包封箱，客有昌称武夷茶以求售者。熟知清香
厚味，安化固十倍武夷，以致西洋等处无安化
字号不买。”同治《巴陵县志》（1872年）有“道
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与外洋通商后，广
人挟重金来制红茶，农人颇享其利。日晒，色
微红，故名‘红茶’”，同治《平江县志》（1874
年）载有“道光末，红茶大盛，商民运以出洋，
岁不下数十万金”。

自1891年至1916年的20余年中， 湖南
红茶年产一般达80万担，1915年曾超过100
万担 ， 后因战事等原因减至15万担 （1936
年）、10万担 （1944年）， 到1949年不足3万
担。上世纪50年代开始，安化、平江、桃源、新
化、涟源、石门相继建立国营红茶精制厂，加
工工夫红茶，产量日增，至1988年湖南红茶
产量达40余万担， 多数为出口的红碎茶，其
中工夫红茶10余万担，成为我国工夫红茶产
量较高的省份之一。

湖南不但产制红茶经验丰富， 而且具有
众多适制红茶品种的种质资源。 历史上安化
有芙蓉山仙茶，南路近江邑瑶山内有界牌茶，
此外还有永明大凤茶、郴州五盖山苦茶、汝城
白毛茶等。被誉为“当代茶圣”的吴觉农先生

评论湖南 “可以生产同
祁门和宜昌一样为国外
所欢迎的高香红茶 ，还
可以栽培和发展与云南
相同的国际上著名大叶
种红茶。” （施兆鹏）

湖南日报记者 张尚武

继绿茶、黑茶之后，市场又兴“红茶热”。
今春以来，湖南力推红茶动作频频：打造

“湖南红茶”公共品牌，成立湖南红茶发展促
进会，创建红茶产业发展聚集区，筹建湖南红
茶博物馆。

5月上旬， 在杭州茶博会上，“湖南红茶”
惊艳亮相，以独特的“花蜜香、甘鲜味”脱颖而
出，成为国内红茶“新宠”，赢得广大经销商青
睐。不少省内茶企开始布局长三角市场。

湖南红茶首发长三角，就迎来“开门红”。
省内茶界满怀信心，打造红茶增长极，千亿茶
产业增添新动能。

千亿茶产业，蓄势冲刺看红茶
根据湖南千亿茶产业规划， 至2020年，

全省茶叶产业实现综合产值逾1000亿元，其
中绿茶400亿元、黑茶300亿元、红茶200亿
元、黄茶100亿元。

近年来，安化黑茶、岳阳黄茶、潇湘绿茶
轮番发力，引领茶叶消费潮流，黑茶年产值已
超300亿元，绿茶也正在接近目标。随着千亿
茶产业进入冲刺阶段，湖南红茶被寄予厚望。

按加工的方法与出品的茶形， 红茶分为
工夫红茶、小种红茶、红碎茶三大类。省茶叶
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包小村介绍，眼下，国
内市场上流行的“祁红”“滇红”等主流产品，
大多是工夫红茶。

湖南历来是工夫红茶主产省。上世纪50
年代，安化、平江、桃源、新化、涟源、石门等县
相继建立国营红茶精制厂， 加工工夫红茶最
高年产量逾10万担。至上世纪末，国家取消
红茶出口补贴，湖南茶叶生产全面“红转绿”，
湖南红茶才淡出市场。

如今流行“红茶热”，湖南工夫红茶迎来
复兴良机。包小村分析，湖南发展红茶，至少
有三大优势。

一是种质资源优势。省茶叶研究所、湖南农
业大学等单位培育的槠叶齐、 黄金茶、 城步峒
茶、江华苦茶等优良品种，氨基酸含量高，制作
红茶口味鲜爽；在雪峰山脉、南岭山脉、武陵山
脉交界地带种出的优质茶叶， 采用精细加工工
艺，开发湖南红茶，独具“花蜜香、甘鲜味”。

二是机械化生产优势。 湖南在全国率先
攻克茶叶生产全程机械化难题，自主研发“湘
丰茶机”，兼容绿茶、红茶智能化生产，能够大
大降低成本。 例如精制绿茶生产线， 增加萎
凋、发酵等模块，采用红茶工艺参数，就能加
工出高品质红茶。

三是制作技艺优势。 湖南中茶公司旗下
的安化第一茶厂，冯绍裘、黄本鸿等著名茶学

专家曾经在此精研红茶， 留下了大量科研样
品和资料档案； 他们创制的工夫红茶制作经
典技艺，仍在活态传承。

去年，湖南红茶总产量不到3万吨，仅占
全省茶叶总产量一成左右。随着“红茶热”流
行，湖南工夫红茶发展空间巨大。

省内茶界专家预估，在“湖南红茶”公共品牌
带动下，茶企抱团拓市场，实现红茶年产值200
亿元的目标并不难，甚至300亿元都有可能。

工夫红茶，在标准化上下功夫
红、绿、黑、青、黄、白六大茶类中，红茶堪

称第一大茶类。 全球茶叶贸易中， 红茶占
70%；全球茶叶消费中，红茶占60%。专家预
测，未来10年，红茶产销将持续增长。

看好红茶商机， 全省多数主产茶县把红
茶作为增长点，安化、石门、新化、桃源、古丈、
蓝山、炎陵、宜章、桂东、城步等地的红茶纷纷
亮相，参展国内茶博会打品牌。

最近参展杭州、北京的茶博会，湖南中茶茶
业公司总经理熊嘉颇有“看法”：省内略有名气
的工夫红茶，单个产品看似乎都不差，但放在一
起，还是有问题：香气高低有别、汤色浓淡不同、
条索有肥有瘦。一个环节“差一小点”，暴露出产
品质量不稳定，给人的印象就是“差一大截”。

在熊嘉看来，“湖南红茶”打造公共品牌，
在标准化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其实，标准化也是中国红茶的难题。”省茶
叶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包小村称， 国内最好
的红茶， 与世界著名的阿萨姆红茶、 大吉岭红
茶、锡兰高地红茶相比，在标准化上差距明显。

世界著名的立顿红茶，年销售额超10亿
欧元。 近年来， 立顿红茶在中国市场一路走
红，靠的就是标准化利器。包小村分析，立顿
红茶主要依靠三大标准支撑： 茶包口味的固
定统一标准，食品安全的检测标准，茶园的可
持续发展标准。

湖南红茶做大做强，标准化是必由之路。
今年初，省农委组织省内茶界专家团队，由省
茶叶研究所领衔，制作湖南红茶标准。

专家团队在省内广泛收集红茶样品，对
不同产区、不同品种、不同工艺、不同企业生
产的红茶进行生化分析和感官审评， 从数百
个样品中找共性， 已经确立湖南红茶的品质
特征：花蜜香、甘鲜味。

专家团队协作攻关， 抓紧明确湖南红茶
产品类别、等级，制定产品标准；制定湖南红
茶的适制良种、标准化栽培加工标准；统一包
装标识标准和质量检验检测标准。

目前， 专家团队已完成研制湖南红茶级
别实物标准样1套， 遴选标志性加工企业监
制，加工品鉴样品500公斤。

在中茶湖南安化第一茶厂， 湖南红茶的
经典创制手法、标准工艺、代表性红茶样品均
保留完整。早在1955年，厂部第一次颁发《红
茶技术规程》。

按照省农委部署， 中茶湖南安化第一茶
厂挖掘传统工艺， 开展湖南工夫红茶茶艺创
意集成，申报湖南红茶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像千两茶、茯砖茶一样，借助标准化技术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经典技艺活态流传，加
快湖南红茶复兴。

品牌整合，破除“散小弱”陷阱
眼下正值红茶生产旺季， 记者在湘丰茶

厂看到，一条智能化生产线仅需3人操作，每
天可产红茶500公斤。

从“满目皆绿”到“万绿丛中一点红”，省内
茶企纷纷掘金红茶。据省农委统计，目前全省已
有500家茶叶企业生产红茶，遍及各主产茶县。

“红茶产量不是问题，关键在于品牌营销。”
省农委经作处处长廖振坤介绍，去年全省茶园面
积已达243万亩，头季名优绿茶上市后，夏茶可
采一芽两叶的鲜叶，大批量制作上等工夫红茶。

令人担忧的是，500家茶企产红茶，各自

打品牌；许多市、县推出本土公共品牌，各唱各
的调，难免落入“散小弱”的陷阱。

红茶市场虽然广阔，但竞争异常激烈。省农
委调研认为，福建的“金骏眉”、安徽的“祁红”、
云南的“滇红”已在国内茶叶市场构建起品牌优
势，湖南红茶才刚刚起步，要想分享“蛋糕”，唯
有抱团出击拓市场。

省政府加大扶持，打响“湖南红茶”公共品
牌，就是抓住关键补短板。纵观国内名茶，走“公
共品牌+企业品牌+产品品牌”的路子，品牌有
望“一炮走红”。浙江的龙井、福建的铁观音、安
化的黑茶，都是这一模式的成功典范。

根据省农委的品牌整合计划， 未来3年，全
省加快“湖南红茶”公共品牌整合，打造具有湖
湘特色、国家品质、国际知名的红茶品牌。

具体而言， 湖南红茶品牌整合从四个方面
发力：首先就是在产品包装、准入机制、质量等
方面统一；其次是以标志性企业为主体，省里依
托湘茶集团、湖南中茶、湘丰茶业、怡清源、隆平
茶业等龙头企业带动，建设一批特色产业园，打
造产业聚集区； 第三是对湖南红茶进行线上线
下的平台建设，以湖南中茶融通国茶平台，拓展
品牌营销渠道； 第四是挖掘中茶湖南安化第一
茶厂的历史文化资源，打造湖南红茶博物馆，整
体提升湖南红茶的美誉度。

在品牌整合过程中， 湖南红茶还要加快茶旅
融合步伐。省农委专家称，桂东、汝城、新化、安化等
革命老区，也是传统红茶产区，要把茶叶与生态旅
游、红色旅游结合起来，打造独具湖湘特色的茶旅
游品牌，让茶园变公园，助推湖南红茶迅速走红。

红茶消费成热点。湖南打造公共品牌，引领红茶生产企业抱团拓市场———

湖南红茶能否“一炮走红”
“湖红工夫”源远流长
■链接

4月20日上午，
“2018中华茶祖节开
幕式暨新化红茶推介
会” 在长沙市神农茶
都文化产业园举行。
（资料图片）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黄德开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