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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南阳大南阳，，让我如何不爱你让我如何不爱你？？

诗歌

再 也 没 有再 也 没 有

梦寓南都梦寓南都

我见过我见过
□□ 景淑贞景淑贞

“一只白鹭鸟飞过我中年的一个

黄昏”

那时天空的蓝被过度利用

呈现疲惫的灰暗

如我被有月光的夜一片一片分割

对人间的爱支离破碎

如同一双巨大的手掌把一些悲伤

用力往下按

山坡低下来，白杨树低下来

我更加矮小

低过一株六月的禾苗

不会碰及人间的任何一场事故

田野敞开松软的胸怀

一个黄昏吸进去

整个天空吸进去

消失的最后一秒

我看见漏下的一小片暮色

落进一只白鹭鸟的身体

再没有升起 ②9

光光——写给诗词写给诗词
□ 刘 玥

是谁用爱把你捂成一团烈焰

又是谁把你呼唤成一片又一片

的暖

楚韵唐风起

从来都有你气质如兰

山高水远厚土蓝天

千年一念

无际的味道从未增减

时光荒芜了多少容颜

轻骑踏月眉眼流转

一夫当关金戈天堑

茫茫天涯等一回的人

都在你的气息里

挥怯流年

意气风发社稷江山

人生海海

庙堂江湖淡茶美酒

举杯明月楚楚堪怜

佳人如期风雅连连

闭上眼

清风蜿蜒

念你

越发蓬勃越发斑斓

散开长发

穿过你的红尘

你的双眼

百转间

是心尖上舞动的爱恋

你，那么好

何止星光璀璨

过去未来雄风绕剑

因为有你

因为是你

无论你在哪里

你都驰骋在时光里

无声无息

却仪态万千 ②9

王建新

作家走笔

出差几天返回南阳，发现中州路等街道

两旁的道牙上面，每隔几百米都增设了漂亮

的木条长坐凳，心里一下子温暖起来，我为

我八十多岁的老母亲高兴。

这些年来带母亲上街，她累了，腿困了，

却找不到能坐下来小憩的地方。我借过门店

的凳子，带过小马扎，还有过一条腿半蹲下、

让妈妈坐我腿上短暂歇息的经过。因此无数

次设想：这街头要是有“妈妈凳”该多好！

这下好了，满街的凳子，那些背着沉重

书包的小学生、怀着宝宝的准妈妈、步履蹒

跚的残疾人、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和城市美容

师环卫工，都有了临时休息的港湾和动力加

油站。

城市大了，人有钱了，车辆就噌噌地增

加，空气质量就较着劲地逆向变差。南阳是

盆地，盆地就背了“雾霾散不出去”的锅。治

理大气污染简单的办法，是车辆分单双号限

行，由此我还美滋滋地想，什么时候对人也

实行单眼皮、双眼皮轮流出行就好了，像北

欧一些国家，一周最多上四天班。

限车行其实限住了人，南阳公交公司就

站出来了：乘坐公交车免费！大家感受到了

自己城市的温度。一个“免费”决定，暖了一

座城。

我一直认为，一个城市的最美风景是

人，文明人组成文明城。文友老大哥杨家

河，他不相信“老人变坏”说，他说南阳实行

六十岁老人免费乘车后，很多老人在公交车

上，主动让座给掏钱的年轻人，免费的礼让

掏钱的，这在北上广那些大城市，恐怕也很

少见到，但南阳老人却做到了。

一个城市的气质和风景，能影响人，改

变人，指引人。同时“我是什么，城市就是什

么；我有什么言行，城市便是什么模样”。南

阳人是这样自我期许，也是这样行动的。南

阳好人多，好人们的气质风景，浓墨重彩般

形成城市的风景，或者说城市的颜色。

用窄窄扁担挑书下乡的青年教师张玉

滚，见义勇为救四名幼童的 69岁“最美奶奶”

柴小女，冲进烈火救人的王锋，他们上了“中

国好人榜”，他们“感动中国”。

南阳有数千年的文明史，积淀出了底蕴

深厚的文化宝藏，这些宝藏就朝夕渐染出崇

良向善的“好人文化”，约定俗成舍身保国

的“爱国文化”，还有一诺千金的“诚信文

化”、尊老爱幼的“孝悌文化”、勤政清廉的

“官德文化”。这些文化的言传身教，沐浴洗

礼又蔚成千万南阳人的自觉，生成南阳灵魂

般的景色。

南阳世界月季大观园，只道花无十日

红，此花无日不春风；把人带进生命思考的

风景，世界第九大奇迹的西峡恐龙遗迹园；

把人带进历史隧道的地方，南阳汉画馆；把

人带进精神图腾的地方，南水北调中线渠首

淅川；把人带进精神高地的地方，内乡原始

森林宝天曼；把人带进爱国文明、奉献诚信、

大爱友善的地方，邓州“编外雷锋团”。

风景涵养一座城。李白是何等牛人，可

他到了南阳大赞：“此地多英豪，邈然不可

攀”。张衡、张仲景、范蠡，皆成中华翘楚，他

们是南阳的历史风景。现代作家二月河，生

前面对上海、深圳，包括国外一些名城，送房

送车让他迁居的诱惑，不为所动，固居南阳

至终老。

“臣本布衣，躬耕南阳”诸葛亮，从鲁地

一路南下，择卧龙岗隆起之地隆中隐居，经

龙脉之地的风水风光风情风景风物风韵的

浸染熏陶和淬炼，初出茅庐一把火“烧南阳

博望坡”，二把火点燃“火烧南阳新野”，最

“嗨！躁！燃”的是“火烧赤壁”，“三把火”烧

出鼎立大三国。

我所在之地南阳，火时如火，动时如风，

静时如心！我的南阳不像东北那样老气，不

像南方那样肥腻，不像国际大都市那样洋

气，不像江南小镇那样媚气，唯独有一种安

详、芬芳的“天人合一”美气。

南阳人能吃苦，有爱读书的习惯。就是

在穷得揭不开锅年代、在物欲横流的时代，

仍保持了“十户之内，不废诵读”的风气，所

以有了名震遐迩的“南阳作家群”、享誉中外

的“南阳院士群”、威震敌胆的“南阳英雄

群”。这些群体高山景行，令人赞叹。

有样不学无异盲瞽，有了做人的先贤之

标杆，行事的古训之理据，南阳就香火赓续，

“风景”甲天下！

我父亲母亲曾经非常留恋他们的乡村，

他们站大山上可手摘星辰，他们站河边能对

话水中锦鲤鱼。但随我住进南阳城后，站在

我所住的高楼上，满足了他们“山里山外”的

任何想象。

飞机从头顶掠过，我告诉他们“河南三

家民航机场，就有南阳”。他们终于明白，儿

子总是经常“飞来飞去”，原来是飞机就在家

门口，原来飞机就是跟自己家的一样。他们

随我住在南阳，耳濡目染爱上了南阳，很少

再说“回家”。

我陪老人眺望蕴含丰富玉矿藏的南阳

独山，遥望烟波浩渺的南阳白河，老人是满

满的幸福和安详！我甚至有些莫名的虚幻，

到底是什么让老人爱上了南阳？到底是什

么让大作家一生固守南阳？

我想，你想，大家都想想…… ②9

去年夏天，一个年轻的身影经常在中学

操场上徘徊，在急切和不安中等待属于他的

那一阵远方大学的风来。憧憬是美好的，但

未知的神秘往往会夹杂着丝丝恐惧，让人铭

心刻骨。终于，所有的一切最终定格在南阳，

这个只在书中相识，却从未在现实中相遇的

城市。从接到通知书的那天起，多少次，我站

在屋顶，遥指西南，微风拂过指尖，仿佛触摸

到穿越千年的咏叹，“於显乐都，既丽且康，陪

京之南，居汉之阳。”也正是从那天起，多少个

漫漫长夜，多少回月牙弯弯，多少次南柯一

梦，梦里唯有南都那多情的倩影。

“泱泱大学止至善，巍巍黉宫立东南。”

时维九月，带着梦想，别了朋友和家乡，渐行

渐远，来到这陌生又熟悉的城市。开着导

航，按图索骥，先到师院东区。阳光穿过紧

凑的行道树林，在道路上留下斑驳的树影。

在光与影、黑与白的交互下，那幢白色大楼

格外吸引人，仿佛美人的侧脸，历经风雨，岁

月微痕，依然驻颜有术。这里的一切仿佛是

一首八十年代的歌，浪漫而悠长。

师院西区则颇有一番新气象，人头攒

动，熙熙攘攘。那些报到的新生和我一样，

提着行李，揣着对未来的憧憬及些许对未知

的不安，奔走着。跟着一位学姐，按部就班

地完成新生报到的一些事宜，就去宿舍安排

自己的铺盖，果断还是选择上铺，这个情有独

钟的位置，包含着怀念和期许。那首《睡在我

上铺的兄弟》，应景而响在脑海中，中学时代

的同窗各奔前程，去追求各自的梦想，我也将

和新的同学一起度过大学时光。

多少次在梦里遇见的“襟三山而带群湖，

枕伏牛而蹬江汉”的南阳，这次总算得会。和

家人就近去了五朵山。到那里看到，芳林和

青天斗碧，奇花与丽日争艳，又有奇峰相峙，怪

石林立，清流素湍，洄清倒影，山水如诗如画，

兼具南秀北雄。想如此胜地，当有仙道。果

然，此山为中原道教圣地，乃与南顶武当齐名

之北顶。道家主自然无为，出世不争，而恰此

地物华天宝，是为清修之佳地。但斗转星移，

年月更替，世界也已经不是那个可以提供给任

何人自给自足的“道隐世界”，知识经济的土壤

已经形成，必须投入梦想的种子，洒下努力的

汗水，才能获得属于自己的“口粮”。

在山上，登高望远，隐隐约约看见这片

大地的另一个模样，又感觉模糊很远。南阳

北控汝洛，南蔽荆襄，西通关陕，东连江淮，

是古代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军事要地。同

时，这里还是“割周楚之丰壤”的经济发

达地区。造化钟神秀，南阳拥有的不仅仅

是优越的自然地理位置，“相秦七年而霸西

戎”的百里奚，“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至

卿相”的范蠡，光武帝刘秀，忠武侯诸葛

亮，帝王将相、先贤名人辈出，真可谓物华

天宝，人杰地灵。

我，三尺微命，一介书生。“非谢家之宝

树”，但“接孟氏之芳邻”，良师益友者众。年

月更替，四季轮回，这一年来更是得了一个看

书写字、走走停停的习惯。我会经常一个人

坐在操场上，看着红色的跑道，默想自己奔跑

的身影，循环往复，计有三百八十三公里，我

知道，那是奔向梦想的一段距离。②9

如果没有亲人离开你，那你就不会成

长。也许过去留给你的是一份想念，一份遗

憾，也许是一份再也无法拥有的事物。

儿时的每一个周末，爸爸都会带着我逃

离城市的喧闹和繁华，开着车回到老家的乡

间小路，回到那一望无垠的田野和小路尽头

的村庄。村边的小路上，农田里，耕作的乡

亲们都会主动和爸爸亲切地打着招呼，爸爸

的脸上也挂着久久的笑意。车窗外，田野的

风带着土壤里小草的清香涌入我的怀里。

小路的尽头总有奶奶的身影，她的脸上总是

挂着笑意。我知道，奶奶想我了。我激动地

跳下车，和奶奶撒着娇，奶奶亲切地用家乡

话询问我最近的情况，爸爸也跟着向奶奶解

释关于我的学习和成长情况。

回到老家不由地感到亲切。打开老宅

的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那高大的银杏

树和柿子树。已是深秋，那院内满地的落叶

伴着阵阵的奇特香味扑面而来。一进门，爸

爸就会嚷嚷着打柿子，我抬头一看，红灿灿

的柿子挂了一树，深绿色的树叶衬托得柿子

格外鲜艳。我放下给奶奶特意挑选的礼物，

催促爸爸找来竹竿，爸爸爬上梯子，我递上

竹竿就要开始打柿子，奶奶担心地提醒爸爸

小心一点，之后就搬着凳子坐在门口看着，

我在下边快乐地捡柿子，不亦乐乎！奶奶笑

呵呵，满意地看着我们。

从早上到中午，打下来的柿子足足有几

大袋子，奶奶把柿子分了几袋，拄着棍子蹒

跚地给邻居家送柿子，乡亲们之间的笑声足

以传好久。到下午离开时，我拎着柿子和奶

奶给的蔬菜、玉米糁等物品上车，车子走了

好远，我回头望向路口，远远的，奶奶的身影

也不曾离开，那一幕直到现在依旧定格在我

的脑海中。

又过几个春秋。奶奶的身体也一年不

如一年，每次回去她都唉声叹气，说自己的

身体越来越不如以前了。之后在一个春天，

奶奶住进了医院，她眼前的景物也从柿子树

和无尽的田野变成了白色的床单和无数的

高楼。每一次去医院看望奶奶，不变的是她

那依旧笑眯眯的眼睛，改变的是挂在病床边

的吊瓶、病历和摸着好像只剩骨头的手。

爸爸的脸上也没有了那么多笑容。爸

爸常常在夜晚向我讲述奶奶年轻时的故

事……夜晚，我常常是伴着月亮和奶奶的故

事入睡，在梦中又隐隐约约梦见老家的柿子

树和爬满墙壁的爬山虎，还有田野里乡亲们

快乐的笑声。

2018年的深秋，奶奶走了。到最后她也

没有看到来年的柿子和田野。再一次回到

老宅，满树的柿子已经熟过了头，有些柿子

已经从树上掉了下来。爸爸收拾好一切后，

随着大门吱吱呀呀地关上，我儿时的回忆也

锁进了老宅，这一次的离开，我久久难忘，老

屋、小路、田野、奶奶的身影，还有亲人们快

乐的笑声……那寄托着我童年时光的村庄，

我离得越来越远，越来越远……

再看到路边的柿子，随手买了几个，回

家细细品尝，却只有满嘴涩涩的味道。回想

起老宅的柿子树，它现在怎么了呢？我再也

吃不到老家甜甜的柿子了。②9

李相峰

往事如烟

在我的记忆里，童年有趣的事儿可多，

现在回忆起来，好似秋葫芦晚瓜——一嘟噜

俩仨，成串子、扯不断地涌到脑子里，那个清

晰劲儿，仿佛刚刚发生，好像就在眼前。

童年夏日的午睡是父母、老师的要

求，于我是极不乐意的。为了那些好玩

儿、有趣的事儿，和父母、老师说瞎话

（就是说谎）。说谎话就是品质不好吗？似

乎为了那有趣好玩儿的事，说谎的性质也

没有那么严重。

小时候夏天的中午，我们不睡觉，借着

一个中午，能玩出好些有趣的事儿。

钓青蛙。青蛙的小名儿叫蛤蟆，我们小

时候，没有生态环保的意识和要求，后来上

学到高年级，学自然常识，才知道青蛙是益

虫，是不能捕杀的。小时候，我们那里夏秋

种的稻谷，是水田，青蛙很多。夏日的夜

晚，蛙声一片，此起彼伏，颇有“稻花香里

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的韵致。

谷子黄梢，蛤蟆上钓。夏天的中午，

也是钓蛤蟆的最佳时刻。午饭前，父亲还

没有干活回来，我先把钓竿儿拿到院子外

边，放到隐蔽的地方。我的钓竿儿是自制

的，钓线用一根结实耐用的细线就行，一

头绑在钓竿儿，一头拴上金属丝制成的钓

钩。钓钩找一截细金属丝，一端磨得极细

而锋利，弯成一个钩儿，一端与钓线连

接，钓具就完成了。

吃过午饭，父亲一眼不见，我就溜出了

家门，拿上钓具，兴冲冲地跑去早就想好的

地方。钓蛤蟆绝对也是技术活。垂钓时一

要静、二要稳。静就是要耐住性子，能静下

心来；稳就是不慌不忙，看到蛤蟆要上钩儿，

不要慌张，更要沉住气，依然让钓钩儿不紧

不慢上下有节奏地移动。青蛙受到诱惑就

会对钓饵进行袭击，它一旦袭击成功，把

钓饵吞到嘴里，我就及时用力提钩儿，那

钓钩儿是极锋利的，只要一提，蛤蟆的嘴

就挂在了钓钩儿上，它再弹跳都很难逃

脱，而且在空中越弹跳钓得越紧牢。当时

钓到的青蛙，都成为我们的美餐，现在想起

来，真是罪过！

逮知了。一到伏天儿，知了也是很欢实

的主儿。越是在极热的天气，大人们昏昏欲

睡时，知了似乎就聒噪得厉害，叫声一阵高

过一阵。我们有时候就捉知了，知了的幼虫

是蛹，刚变成知了从土地里钻出来，这时候

的知了还很嫩，可以用食油煎炸熟了吃，是

一道美味佳肴；刚出土的知了还蜕一层薄薄

的壳儿，是一味儿中药，叫“蝉蜕”，和另一味

儿中药“灯草”在一起熬水，治疗小儿“惊

厥”。知了蜕了一层薄壳儿，爬上树，只需半

个晌午就变为成虫，可振翅高飞了，且叫声

响亮。

捉知了的工具也是自制的，找一根长

长的竹竿儿，再揪几根牛尾的鬃毛，找一

根牛尾毛，绾一个活结的套儿，然后拴在

长竹竿儿的一端，工具就做好了。然后去

找知了，知了一般都是趴在杨树、榆树、

椿树的枝干上，在树下举着长竹竿儿，把

牛尾毛绾成的套儿罩住知了的头，往下

移，等知了的头一进绾的套儿里，就猛收

竹竿儿，套儿一收，知了就挣扎，越挣扎

越紧，在竹竿儿上飞着，知知了了地叫。

牛尾毛绾成的结很容易松开，一旦套住知

了就赶紧收竹竿，捉了知了，装在编成的

笼子里，挂在树枝上，让它使劲儿叫，玩

到不想玩儿了，再把它放飞。

抓鱼儿。前面说了，我们那里是每年

都种稻谷的，种稻谷就有水田。有水田，

就有水沟汊子，那时候，用农药少，水沟

汊子里就经常有鱼儿，成群结队，活蹦乱

跳。我们村的稻田的水源是挨着稻田地的

外河的地下水渗出来的，稻田沟里长年有

水，就免不了有鱼。挨着稻田的外河一到

夏天隔几天也会涨水，河是白河的支流，

夏天即使不涨水，也是长流水。河水是极

干净的，干净到可以用手掬捧起来直接

喝。夏日的晚上，大人们领着孩子可以在

河里洗澡。

这河里的水清澈见底，这河里的鱼儿也

是极干净的白条鱼。夏日午后，在这河里捉

鱼儿也是非常有趣的。因为涨水时冲积的

许多水坑里，有时就有不能再回到大河里的

鱼儿，我就用箢子（一种担土粪用的工具）去

罩鱼。有时，从某一处上游封个沙埂，让水

流改道，再把下游的水用盆子或铁桶把水舀

倒在下游的埂外头，鱼儿就旱在了河床上，

只能是人间的一道菜了。那时的鱼儿特别

多，特别容易抓。每每想到抓鱼的情景，真

是乐不可支啊！

童年的趣事，还有很多。到了我的孩子

的童年了，生活在城里，马路是柏油的，街道

是水泥的，高楼是钢筋混凝土的，孩子除了

玩积木、电动玩具外，真不知道还有哪些有

趣的玩法儿。记得有一次，儿子非常高兴地

回来了，说了一件他认为最有趣的事儿，说

是幼儿园搞活动，让孩子们踩气球，看谁踩

爆得多，他说他踩爆了五个气球，那高兴劲

儿，倒让我心里同情起他了：这与我童年的

有趣相比，算有趣吗？

现在不是提倡乡村建设要看得见山，望

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嘛。可惜，我现在回到

老家去，山能看见，可惜是光秃秃的山，家门

前的小河早都断流了，夏天也会涨水，但水

却留不住。涨水一停，河水就干，河床上就

长些萋萋青草。

乡愁还记得，那是对童年的回忆。可是

孩子们或下一代人的山水乡愁还有吗？也

可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乡愁吧！②9

童 年 旧 事童 年 旧 事

清晨的白河畔 （资料图片）

李英飒

挚爱亲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