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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画苑书画苑

□吴浩雨

山就那样横亘在视野的去处
云霓中的酒杯，伫立人间
一群醉汉，一动不动，打坐
雷石就是鼾声
一座山，视之浩然之气，羁鸟归林
它记忆力惊人，季节轮回
总固执认为江山不老
细水永远长流，风也细细
吹，吹长目光
明明一杯清酒，我有些浑浊
话语叠加《蝶恋花》的春愁，略带憔悴
听铁板铜琶
出蓝关，有雪，有马
有江湖，有老君山
有庙堂，有玉皇顶
在县城一隅，有泥捏的你，有水中月
也有矮矮驻马山

鹳河

一条河有上下阕，
温顺优雅。眉清目秀
时不时回响爱情的婉转
在季节的叶片上布满聪慧的露珠
照见日月，照见苍茫的影子
鹳河有人浣纱，有人沐浴，袅袅之音
昵称淅水，越往下游
落下越重的中国水墨情韵
地头蛇也会育雏
搴阰木兰，揽洲宿莽
用弦外之音迷惑
古筝布满苍苔。暮色静止
画出鳞次栉比的裸影
我潜伏在倒影之中⑦2

（作者单位：南阳普光电力有限
公司）

金长顺长我一岁，我称
他金兄。近几年，由于他执
着于小说创作，故认识他的
人 ，都 称 他 为“ 夕 阳 红 作
家”。此一称呼，无论是戏
称还是尊称，我都十分赞
同，赞同之因是佩服他的执
着精神。

老友长顺，辽宁省沈阳
市人，早年大学毕业，机械
工程师，原工作于长春一
个军工企业，上世纪 70年
代支援“三线建设”来到南
阳。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工
厂生涯中，他这个知识分
子，一直是生产技术骨干，
工作成绩突出，颇受职工
爱戴。来南阳后，辗转三
家电子企业，历任技术员、
工程师、副厂长、厂长，后
来从政当了局长。由于其
出生沈阳，久居南阳，此生
占了两个“阳”字，故在朋
友圈里他常以“天赐良缘”
为乐，既充满对第一故乡
之挚爱，又深怀对第二故
乡之真情。所写之书，虽
以东北某地为背景，但内
涵深有南阳渊源。

我与金兄的交往，缘于
上世纪80年代，我们同为市
府“幕僚”“阁友”。我们相
继退休后，遂又成为常来常
往之聊友、玩友。

所谓聊友，除聊古往今
来、家国天下、悠悠万事之
外，更多的是“聊文”，推崇
底蕴深厚的南阳历史文化，
评论灿若云星的南阳历史
名人，畅谈民风淳朴的南阳
风土人情……他爱读书，在
谈论阅读中外文学名著的
同时，尤对南阳作家群有浓
厚的兴趣，潜心读了不少他
们的书，从中吸收营养，颇
有心得体会。

所 谓 玩 友 ，他 一 不 垂
钓，二不垒“长城”，主要是
玩书法练字，玩诗词和楹联
习作。数年下来，金兄书法
大有长进，颜风柳韵皆成佳
作；诗词、楹联虽起色不大，
但也初步入门。然而，出乎
意料的是，已闯过73岁大关
的他，竟萌生了写书的念
头，他一不写自传，二不撰
回忆录，三不编家谱，而是
默默地玩起了文艺创作，写

起了“小说”。
岁月流金，功夫不负有

心人。这一玩真的玩大了，
玩出了奇迹：74岁那年，这
个东北汉子，一鸣惊人，写
成 了 第 一 部 ，书 名《小 人
物》；75岁那年，一气呵成，
再作不凡之鸣，又写成了第
二部，书名《涌动》；两书虽
非鸿篇巨制，但也不失为重
磅力作，于2014年相继由中
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问
世后颇得社会好评。两书
的成功出版，他感慨地说：

“我不是专业作家，仅是一
个文学爱好者，事因此生经
历了文革、改革两个非常而
又非凡的时代，目的是不辜
负自己的经历，留住时代的
记忆。”听他之言，我也深为
感触，兄为理工出身，由理
工转人文却非易事，他不仅
做到了，而且臻于化境，却
实为理工男们增添了光彩。

金 兄 的《小 人 物》《涌
动》相继出版后并未止步，
而是继续帷幄于书斋，奋笔
于稿笺。丙申年，70有 8的
他，又有新作《广场情怀》出

炉。为征求老友意见，他先
约我通览，并诚嘱为该书作
序。此事实在令我勉为其
难，论资格，我不是名人、高
人、大人或长者；论职业，我
不是作家、教授、学者或文
学评论家；我仅是一介秘书
出身，一辈子干的都是公牍
文书，从来未涉足过文艺创
作，虽然有言文通一理，但
也有隔行如隔山之说，一个
长期习惯于以逻辑思维为
文的人，去评论由形象思维
而产生的文学作品，是很难
说到点子上的。思来想去，
我想到了著名作家郁达夫
的一句话：“书即是人，人亦
即是书”。于是，借名人之
言，以一名读者的心灵之
感，就金兄的作品和人品分
别写了一些心得和体悟，以
此奉答金兄盛意。⑦2

李玉玺，南阳市卧龙区
政协原副主席，退休后任中
共卧龙区委老干部议事组
撰稿人。《书缘》一文系作者
为金长顺新书《广场情怀》
所作序之节选。 那一季的雨呀 喋喋不休

拉近了夏和冬的距离
涨满水的田地
隐去了蛐蛐、蚂蚱的痕迹也改变了
丰收和播种的日期
了无痕迹的潮气
偷袭着房间的每一寸空地
让想写下的心情也
潮湿发霉
墙角的菊花默默地诉说
落霞孤鹜 秋水长天的故事和
天高云淡的记忆
这一季的雨呀 喋喋不休
拉远了绿和黄的距离⑦2

（作者单位：卧龙区潦河坡镇中
学）

偏僻的九里村，丘壑连
绵，土地贫瘠，庄稼苗瘦弱，
一年的收成薄。村民们吃
了上顿，巴望下顿。

1978年，改革的春风吹
拂着小村，农民在责任田里
起早贪黑，供给一家人吃饭
不成问题。人，没饭吃，羡
慕吃饱肚子的幸福，一旦肚
子填饱了，又想到光吃饱也
不是个事，没钱花，才是个
事哩。天上不会掉馅饼。
地是个聚宝盆。只要用心，
伺候得当，地会生金长银。

村民仔细琢磨着，山里
土质比较适合种果树。俗
话说，桃养人，杏伤人，李梅
树下挂僵人。还是种桃吧，
桃养胃养身养眼养颜面，人
见人爱吃。一棵棵“贵妃”
桃小树苗，就此落户小山
村。村民们像照顾蹒跚学
步的小儿，寸步不离，松土、

浇水、锄草、逮虫子，整枝、
打叉。收获紧跟耕耘。三
年 后 ，花 开 满 枝 ，果 挂 满
树。阴历五月中旬，面腮绯
红，羞羞的“贵妃”，媚目流
盼，树下的人，恨不得捧着

“贵妃”狠咬一口……
施的农家肥，浇的白河

水。桃子滋养得水灵丰满，
蜜似的甜，直抵心尖。山坳
里的“贵妃”，躺在桃农的箩
筐里，悠悠地挑上汽车，又被
悠悠地挑到县城街头树荫
下。“水蜜样的贵妃桃”，一声
脆喊，路人围筐拾捡，一个一
个被装进袋子，拎回了家。

有女愁婆家。贵妃桃
被一担担担出，钱一匝匝揣
回。农民喜得脸比桃花艳，
心比桃蜜甜。桃经济鼓动
起前村后店村民的精气神，
万亩桃园万捆钞。仿佛一
夜间，山坳变成桃林坳。树

多，桃多，担出去的桃没卖
完，熟透的桃，一不小心，就
从树上跌落在地上，汁液流
一地。桃农看在眼里，疼在
心里，茶饭不思。

桃农们思索着。过去，
卖牛的有牛经纪从中撮合，
买家卖家都感到划算，买卖
很快成交。而今，卖桃的可
不可以有个桃经纪人呢？
桃农们想到了懂技术，会营
销的老憨。

老憨高中毕业，一直在
家打理那三分地。平时，吃
苦耐劳，爱动脑子，种啥啥
成。村里家家户户种桃树，
就老憨家的桃子长得好，销
路好，价格高。老憨声名远
扬，十里八乡都找他讨教种
桃的技术。桃农的信任，老
憨不敢怠慢。自掏腰包，带
着鲜桃，一趟趟跑北上广，
一次次恳请全国各地的商

户，在桃花烂漫时来桃园做
客。五湖四海的朋友为老
憨的诚实感动，聚集小山
村，踏青，赏花，看景，品桃，
觅商机。

有女不愁嫁。一届一
届的桃花节，醉花了客人的
眼；一篮一篮的桃子，甜蜜
着客人的心；一个一个订单
飞来，一车一车桃子运出。
深山的贵妃桃，披着粉里透
红的婚纱，带着山坳里清新
的空气，泥土的芳香，幸福
地去到了远方的家。

老憨望着走出山坳的
“贵妃”，看着桃农们一脸喜
洋洋的，想着桃农们富裕、
滋润的日子，哼着小曲，心
里又在盘算着，明年“贵妃”
出嫁的时日。⑦2

（作者单位：南阳市爱
卫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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