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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香 菜
张新安

孤陋寡闻也罢! 见拙识少也

行" 十香菜为何物!从前我确实不

知" 上世纪七十年代!有亲戚从九

朝古都洛阳来信! 托我帮他找几

株十香菜作种苗" 大概担心我不

知此菜!信中还特意提醒我!此菜

多长在菜园#井台边" 受人之托!

重如泰山" 遗憾的是!自从用上洁

净便利的自来水后! 古老的水井

失去了原有的功能! 市内多个老

井陆续被填!$井台边% 自然是荡

然无存" 因为没吃过没见过什么

十香菜!到菜园边寻找!恐怕也是

$纵使相逢不相识%" 询问熟人!亦

皆摇头称不知" 一来二去!直到这

位亲戚辞世! 我也没有把十香菜

送到洛阳"

几多风雨! 几度春秋" 到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陡然发现!在

酒店的莱单上!赫然出现了$核桃

仁拌十香菜% 的凉菜" 人见稀罕

物! 必然寿延长! 加之过去的欠

疚!无论味道佳否!我几乎是不假

思索地点了这道叶形椭圆肥厚 !

状似薄荷!青绿耐瞻的菜" 谢天谢

地! 那天我总算见到了十香菜的

尊容" 操箸食之!稍感涩糙拉口#

微苦&嚼动三五下后!忽觉香味独

特!既有荆芥之麻爽!又兼簿荷之

清凉!且愈嚼愈觉其味浓醇弥久!

香味蔓延''

这次尝鲜不久!我从(云芨七

签)#(墉城集仙录)等道教典籍和

民间传说中获知!黄帝二十二年!

兽身人语!铜头铁额!不食五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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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吞石的蚩尤
4

不效先人之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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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五虐之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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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害黎庶!兴兵作乱!侵

略临邦" 礼贤下士!修身积德的黄

帝为拯民于水火!奋起讨伐蚩尤!

大战于涿鹿之野" 对阵时
4

蚩尤施

展巫蛊之术!幻化多端
4

徵风召雨!

吹烟喷雾!弥漫三日
4

远达百里
4

以

瘴疠之毒气杀人"

黄帝九战而不胜
4

败退于泰

山
4

虔诚祈祷天神助其打败蚩尤"

诚心感动西天王母
4

遣命九天玄女

下凡
4

除授予黄帝三宫五意阴阳之

略#太一遁甲六壬步斗之术#阴符

之机#灵宝五符五胜之术外!还授

予芗草" $芗%同$香%!即十香菜!

以避秽驱邪
4

解瘴疠之毒" 黄帝与

蚩尤再战于中冀
4

旗开得胜!杀蚩

尤于黎山之丘东荒之北! 天下乃

大定"

故事真假暂且勿论! 十香菜

可解瘴疬毒气之说!则是可信的"

十香菜又名石香草! 有的地方叫

麝香菜#芗草#野薄荷" 草本植物!

以红梗椭圆叶者为最佳! 青梗长

叶者次之! 大椭圆叶似簿荷者再

次之"

中医认为!十香菜性温味辛!

入肺经 #肝经 !成分含
-

#

56

左右

的挥发油!具有健脾消食!利尿通

便!强身健体 !醒脑开智的功效 "

食法除与核桃仁凉拌外!包子#饺

子馅中加入适量十香菜! 可祛除

腥膻!使馅味道鲜美 !肥而不腻 "

与大蒜捣烂后 ! 配以小麻油 #香

醋!凉拌米皮#凉皮#捞面 #冷面 #

凉粉等!清香可口 !凉爽开胃 !令

人百吃不厌" 此外!十香菜还具驱

蚊功能!取叶几片!揉皱擦抹在蚊

虫叮咬处!很快就能消肿止痒"

几年前!随缘而得!我移栽到

几株!种到小院的西墙根处&其生

命力之旺盛!着实超出我的想象!

不用施肥!不用管理!不讲土壤肥

沃与否!只要浇点儿水!它就会像

薅着长似地蓬蓬勃勃生长开来 !

大有让人食之不及之势" 尤值称

道的是!其梗儿蔓延到哪儿!就会

在哪儿扎根#发芽#长叶" 每年杜

鹃催春!黄鹭迎夏的季节!几天不

摘! 便嫩生生发出青葱油缘地一

片!蚊蝇不落 !虫害不生 !四季长

青" 友人光临寒舍!或采摘!或移

苗!任随君便!同乐同喜"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睹物思

人!生死两界" 有时凝视着西墙根

处!感怀颇深!呜呼* 满园十香菜!

早已难送洛阳城了"

不与花争艳!暗香送人间" 窃

以为!除了能满足人们的口福#强

健人体之外! 十香菜还如上善之

水!与诸植物不争 !随遇而安 !耐

得住寂寞! 经受得冷落& 不媚不

谄!不用娇惯 !依然能傲立生长 !

舍己利他的品格! 则更应令人敬

仰"

我 的 堂 兄
飞鸟

!!!!!!

堂兄在这个城市四五年了 !

虽没积攒下多少钱! 却整日乐呵

呵的! 用堂嫂的话说就是没心没

肺" 堂兄没换过工作!天天送着似

乎永远送不完的水和饮料" 堂兄

有一副热心肠!在农村的时候!四

邻八舍谁家有事! 他总是第一个

到!一脸的义不容辞" 堂兄小学文

化! 矮矮胖胖! 五官憨厚不甚俊

朗!堂嫂却姿容俏丽!当初!她也

就看上了堂兄的热心肠"

堂兄曾救过一位老妪!为此!

还向我借了笔钱! 这件事成了堂

兄每次开着三轮去送货! 堂嫂总

叮嘱$少管闲事%的由头" 是个午

后吧!堂兄送完水回家!见有个老

妪倒在小巷口!自行车压在腿上!

灰白的头发散乱着! 堂兄二话没

说!把老妪抱放在车斗上!送到医

院" 老妪醒了! 老妪的儿女也来

了!堂兄最听不得谢辞!想开溜 "

老妪的女儿眼疾手快! 一把揪扭

住堂兄!叱+$撞完人!想溜,* %堂

兄当时就傻眼了" 老妪也记不清

蹭倒她的是什么车什么人" 堂兄

狠狠抽自己俩嘴巴! 最后赔了老

妪四千块钱" 再后来!堂兄好了疮

疤忘了痛!又管了几次闲事" 堂嫂

害怕了! 于是给我三番五次地打

电话!说堂兄最服我这个堂弟!要

我一定抽空来劝劝他" 我趁假日!

来到了堂兄简陋的家"

堂兄说很快回来"

趁此段时间! 我酝酿了一篇

说服力极强的说辞"

堂嫂把菜都整好了! 啤酒也

摆上了!才见堂兄回来" 看他!面

白唇青!浑身透湿!有浓重的泥腥

味" 我和堂嫂均讶异" 再三追问"

堂兄说+$刚才! 在河里救了个小

孩" %

堂嫂$哇 %一声哭了 !说 +$你

心里有我有孩子吗,你会水吗,成

天提心吊胆的!我过够了!没法过

了" % 堂兄边换干衣裳边说+$没

事!水浅着呢!看!焦辉大半年没

来了!哭哭啼啼!算个啥" %堂嫂止

住哭!抽噎着回里间!哄刚才吓哭

的儿子"

我的心情复杂极了" 喝口酒

说+$哥!你不会水呀" %堂兄咕咚

灌下一大口酒!说+$当时!我咋没

想到我不会水呢, %堂兄压低声+

$回来时!我哭了一路!咳!吓得"

水太深了! 我呛了几口水呢 !现

在!我的腿还软呢" 可当时!小孩

在水里一拱一拱!搁谁!不得往里

跳, %我问+$河边还有人吗, %堂兄

说+$哦!有吧!孩子睁开眼!我赶

紧溜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钻

了几下才拱出人圈呢" %

我忽然鼻子发酸眼睛起热 !

猛灌两口酒! 却呛着了! 咳着咳

着! 眼泪竟呛出来了" 堂兄赶紧

喊+$小梅!焦辉呛着了!快拿条毛

巾" %

清 雨
温振广

!!!!!!

走在下雨的路上!我忍不住极目远眺

了"

一团团黑云从东向西压了过去!掠过

回头山 !汇聚左侧向北的另外几簇 !直直

冲入远方 !天空霎时黯淡下来 !大有倾盆

之势" 大山像被盖上厚厚的$黑皮帽%!整

个给笼罩了起来 " 低低的薄云从山间蒸

腾而上 !像是着了火 !狼烟四起 !虚无缥

缈的仙境一般" 从远及近的三道 $龙脊%

赫然矗立在我视线上! 像三道屏障" $横

看成岭侧成峰! 远近高低各不同%! 梯次

清晰 !层次分明 !由于能见度的缘故形成

了三重颜色 !远处甚黑 !次之青黑 !近方

则郁郁葱葱 ! 被山雨沐浴后显得格外翠

绿#格外挺拔"

往往是白云生处有人家!山脚下的一

座村庄给这个昏暗的世界添了不少色彩!

参差不齐!颜色迥异!而又排列有致!多是

一些平房!把那寥寥无几的楼房冷落得甚

为孤单!小村看上去离天边也只有半米之

距 !再加上周围的山峦 !根本就是个世外

桃源" 再近一些!树林的间隙是光秃秃的

耕地!数量不多!因是大山里唯一的黄色!

倒显得格外醒目!方方正正的!有些古板"

目光近收! 我眼前的一片片茂密的麦田!

生机勃勃 !着实让人喜爱 !一个个麦穗脱

颖而出 !像是刚出生的婴儿 !那两侧秀长

的叶苗不正是母亲的一双大手吗, 托着她

一步步走成熟 " 我相信经过这场雨的洗

礼!便可以放开手让她勇敢直前了"

不管雨多大!风多狂!走一走看一看对

我来说是免不了的!这也许就叫特性"一个

人徜祥在雨中!特别是这样宁静的山里!无

需打伞!无需雨衣!聆听风吹雨打声!是一

副油画!一首情歌!一篇好诗!欣赏不尽"

让暴风雨来的更猛烈些吧"我要向大

自然呐喊 !让天空不再那么平静 !让我们

处于温室里的花草褪去娇惯!来接受山雨

的浇灌和拍打" 我们需要这场及时雨!因

为我们的山川更需要树青草绿花美"雨不

仅仅带来的是清新!更是洗礼和敲打后的

茁壮"

寻找童年的小河
蔡顺利

!!!!!!

我的一篇散文(小河四季)被北大附中

选入了教材!我非常高兴" 因为能把自己的

文章选入教材! 正是我努力追求的一个目

标" 但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被选中的文章

是(小河四季)"

(小河四季)是我写的童年的小河 !回

忆我的童年故事" 这条小河是流经外祖父

村---河南省西华县一个乡村的小河" 小

河是贾鲁河的支流" 贾鲁河源于河南省的

密县 #荥阳 !经郑州北汇合 !穿中牟 !过尉

氏#扶沟#西华!在周口市入颍水!与沙河形

成三川汇流" 所以!周口被称为中原的$小

武汉%" 贾鲁河的得名是元末著名水利专家

贾鲁利用宋时的汴水上游和西蔡河的一些

故道加以疏浚挑挖!开辟的一条新河" 作家

曹地在(记忆里的河)里描写贾鲁河清净美

丽时曾写道+$这就是贾鲁河!不宽!宽的地

方几丈!窄的地方只有几米" 河水欢腾地流

着" 因它的发源地是西南的山涧及山脚下

的泉水!沿途又没有工厂污染!所以河水清

亮洁净" 从此!衣裳脏了!拿到河里去洗&天

热后!常在中午到河湾里游泳!可谓其乐无

穷" %

我的童年是在外祖父村度过的"

-"$.

年!我
-$

岁时离别了这里回到淮阳县" 又

过了两年!我参军入伍到了北京"

-""7

年!

我已经转业到卫生部工作五年" 这年是我

离别外祖父母村
..

周年的日子!也是外祖

父母已经先后去世!我做民办教师的舅父#

也是我的数学老师!刚刚
!#

多岁也因患癌

病故" 于是!我生发出一定要写一篇纪念文

章的想法" 此时村北的那条小河常常浮现

在我的脑海里! 童年的记忆如小河流水般

汩汩倾泻在笔端" 外祖父曾经一次次带我

趟过河水! 外祖母曾经领我在河的两岸拾

柴!下午放学归来!我和舅舅一起沿着小河

为猪羊打草" 在我的记忆里+小河悠悠地从

村边流过"

我构思! 写小河就写我童年时代小河

在春#夏#秋#冬不同的季节里带给我和小

伙伴们的欢乐" 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冬天

里! 干涸的小河带给我们的无穷快乐!于

是! 我决定就从冬天的雪写起! 依次写春

雨#夏风#秋霜"

冬天!是农闲季节" 童年最美好的活动

是游戏" 冬天最美的景致是雪景" $北国风

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惟余

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说到冬天我们

不能不想到那漫天飞舞的雪花! 想起安徒

生笔下的卖火柴的小女孩" 于是!我写出了

我的童年的冬天+冬雪里!大地银装素裹#

小河尤如一条冻僵的蟒蛇" 是我们用天真

和童稚唤醒了小河" 干涸的河床平坦舒适!

那是我们拣柴小憩时理想的$避风港%" 选

背风向阳的地方! 我们尽兴地跳绳# 踢毽

子#抓石子" 最惬意的要数堆雪人#打雪仗"

我们每人扮演(林海雪原)中的一个角色!

在沟沟坎坎间摸爬滚打!仿佛真要$智取威

虎山%"

春天最难忘的当然是春雨" 一年之季

在于春" 雨露滋润禾苗壮" 春天里万物复

苏!春天里百花盛开" 那时候!我们放学以

后!还要到田间挖野菜#打猪草" 于是!我写

童年对春雨的记忆+春雨淅淅沥沥!冰雪融

化的河水载着春的讯息!一路欢歌" 柳丝绿

了!桃花红了!开心的河水流进了肥沃的麦

田! 绿油油的麦苗魔术般变幻着自己!拔

节#抽穗#扬花#灌浆" 岸边的芦苇破土而

出! 蒲公英金黄金黄的花朵沐浴着春雨在

小河两岸盛开" 放学归来!我们沿河牧牛#

放羊#打猪草!直到日落西山映出一片片彩

霞才鸟儿般恋恋不舍地归巢"

夏天是孩童最适宜玩耍的季节" 天气

渐暖!吃穿玩都是非常惬意美好的时光" 那

个时候!我们已经开始勤工俭学#参加生产

劳动! 由生产队组织我们在麦收时节去拾

麦穗" 我们也可以到小河里游泳" 于是!夏

风在我的记忆里是这般模样+ 夏风温柔地

轻拂着河面!泛着涟漪!涌着碎波!层层浪

花向岸边滚去! 好似小河美丽裙幅上的皱

褶和俏丽的花边" 麦收时节!我们舍桥趟水

过河! 在收割过的麦田! 像雁行一字字排

开!拣拾遗落的麦穗" 小河是我们嬉水的乐

园!我们同鲫鱼赛跑#与鲤鱼跳远!追得鱼

儿到处窜" 晚上!小河成了村姑的瑶池!静

谧月光下!姑娘们追逐嬉戏!洗去一天的疲

劳和困乏!宛若一群下凡的仙女"

秋天最难以忘怀的是秋霜" 月落乌啼

霜满天" 秋霜里!庄稼的果实成熟了!高粱

像一把把燃烧的火炬! 谷地犹如铺了一层

黄金!棉田的花桃似白云朵朵!红薯的叶子

则开始变黑# 霜打的红薯叶是冬天里很好

吃的干菜" 秋霜里! 树叶开始变黄变褐变

红!在秋风中$哗哗%地欢笑着飘落" 于是!

我写出了对秋天的印象+秋霜染白了芦苇!

雪白的芦花绒质洁白!柔韧如丝!农民把门

板搭成木船!采割芦缨!便于冬天农闲时用

它打草鞋" 我们则跳上木船头戴柳条帽!手

持红缨枪!活脱脱一个水上小游击队员" 我

们学着小英雄雨来的样子!在芦丛中周旋"

河水退去的时候河底汪着一池池秋水!我

们就三五成群地拎着水桶#端着脸盆#扛着

小锹!竭泽而渔" 不出半天功夫就可以猎获

到成盆成桶活蹦乱跳的鲜鱼" 捉鱼不仅带

给我们无穷的乐趣! 还可以品尝到劳动成

果的美味"

我们生活的童年的确是非常美好幸福

的" 记得我们在小学读书时!有一次!老师

出的作文题目是(我和爸爸比童年)!因为

他们那代人的童年是在旧中国旧社会度过

的" 而我们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我们的

生活和学习条件虽然不能与今天的孩子们

相比!但是!每当父辈们回忆起他们没有吃

没有穿的悲惨童年时! 我们感觉到的是无

比幸福" 于是!我在结尾写下了+童年的小

河!没有伤感#忧愁!整日唱着欢乐#幸福的

歌"

今天!我又踏上了去那里的路!寻找我

那魂牵梦绕的童年的小河"

故乡一派社会主义新农村面貌" 当年

的小河已不复存在! 取而代之的是两岸泡

桐荫蔽下的水泥制板铺成的引水灌溉渠"

沥青和红砖铺成的村村通公路一直延伸到

村里"村子里是一排排整齐的砖瓦房"我们

曾经采割芦缨的地方! 如今是村里的最漂

亮的建筑---小学校" 我为童年小河的消

失而惋惜!也为家乡的新面貌而高兴* 童年

的小河将永远留在我美好的记忆里*

读史有感
王 辉

秦

四海归一拓疆基!

千秋伟业始皇帝"

长城脚下民女泪!

绝路逼生举义旗"

汉

仗剑执节安边邑!

轻徭薄赋民生息"

罢黜百家独尊儒!

天下一统起玄机"

唐!外一首"

政清开明重民生!

儒佛道教共包容"

女人也能着龙袍!

风流千古任说评"

马嵬坡上马不前!

三军动怒绝红颜"

东望蓬莱烟渺处!

长恨绵绵春宵短"

北宋

京华惊梦起狼烟!

国富兵弱史可鉴"

但盼龙城飞将在!

坐井二帝泪不干"

南宋

商女尤唱亡国怨!

苟且一隅求偏安"

山河破碎风飘零!

英雄泣血空对天"

元

铁骑卷尘射大雕!

神鞭挥处竞折腰"

兵精马壮雄风起!

岂容疆国失半毫"

明

西方起吹文明风!

天朝大国梦不醒"

两眼向外与时进!

改革开放百业兴"

清

强者方能言正义!

自古羸弱任人欺"

科学发展强国防!

何惧东来何惧西"

解读周口

!!编著"周口历史文化通览#历史卷$有感

周建山

!!!!!!

周口在历史的画卷中#$$

是太昊陵庙煌煌昭示的钟灵毓秀

是宛丘之上倾心演绎的歌舞升平

是陈楚故地深沉诉说的历史辉煌

是龙湖晴波浮光耀金的永恒魅力

周口在历史的画卷中$$$

是三皇开天辟地肇始的文明曙光

是老子大道无为追求的自然和谐

是孔子周游莅陈彰显的儒家风范

是陈胜吴广揭竿而起的英雄史诗

周口在历史的画卷中$$$

是曹子建刚健峻爽的建安风骨

是周兴嗣奕世流传的千字美文

是程伯淳教化启蒙的格物致知

是李梦阳复古文学的秦汉盛唐

周口在历史的画卷中$$$

是汲黯卧阁淮阳理政的清风传奇

是刘秀感恩南顿免租的佳话故事

是曹操封侯武平让县的雄心抱负

是包拯赈济陈州惩墨的刚正不阿

周口在历史的画卷中$$$

是谢安石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沉着

淡定

是吉鸿昌担当大义死不倒下的凛然

气节

是申凤梅鞠躬尽瘁燃尽泪烛的高尚

情操

是张伯驹醉心收藏捐献国宝的拳拳

赤诚

周口在历史的画卷中$$$

是龙的传人寻根谒祖顶礼膜拜的一

方圣土

是中原迁客乌衣南渡魂牵梦萦的精

神家园

是华夏文明传承创新赋咏长歌的核

心板块

是三川弄潮逐浪兴埠拥抱沧海的希

望风帆

小小说

老子之歌
高新社

!!!!!!

青牛之上!穿越汉唐 %紫气飘逸 !

远离故乡%孔子问礼!道德文章%无为

而治!自是不彰%道法自然!自矜不长%

上善若水!柔弱胜刚%天人合一!变化

阴阳%和谐和平!共赢共享%得道至善!

世界辉煌&

麻城杜鹃 王鸿飞 摄

跋

涉

李
楠

摄

冰涵清润玉生香
!!!李明星仕女画读后

刘彦章

!!!!!!

李明星是古城周家口近几十年公认的

聪明博才之士! 也是周口文化艺术界和河

南省新闻摄影界卓有影响的摄影家和书画

家" 天赋才俊加之后天努力!使之在继承消

化传统书画艺术的基础上! 又能与时俱进

不断创新" 他在书法#绘画#雕塑#摄影等艺

术领域全面丰收! 特别是知天命之后愈加

渐入化境!竟如百花争艳百鸟跳枝!令人叹

为奇观" 特别是在仕女画创作方面!更是推

陈出新!翻花弄锦" 他的仕女画创作以工兼

写!动静结合!画意高古!形神毕肖!温婉可

人!暧暧生香!令识者观之忘怀!揽之痴迷!

不觉日晷移转!沙漏暗滴"

所有艺术形式都反映生活又高于生活"

笔者认为! 李明星的艺术创作特别是仕女

画创作!凝聚了他后半生的刻意追求和孜孜

探索"抛开浮华!弃却名利!在行将结束为稻

粱谋的生存状态之后!他把对艺术的痴迷和

生命的思索凝聚在笔端!并体现在高度唯美

的仕女画创作中" 如果说他早期的仕女画创

作更侧重于写实! 更接近于反映生活和体现

艺术为人民服务的创作原则! 那么他后期特

别是近几年的作品却更多是精神性产品" 即

他把对人生的批判思索!对完美理想的认识

和渴慕!对人生缺憾的弥补!都以理性而冷静

的构思!灵动而焕然的线条!层次分明却浓淡

有致的笔墨! 通过形神兼备以神感人的仕女

人物刻骨铭心地反映了出来" 读他的画!不

论是山鬼系列#贵妃系列#嫦娥系列#美人鱼

系列!在动人心魄美的背后!都能给人以提

脊醒脑冷峻峭拔的感受" 他的画与其说是尺

幅画面力透纸背! 毋宁说是画家本人的深刻

冷峻更能让人醍醐灌顶* 一部红楼! 千年幽

梦"女人是水做的骨肉*李明星的仕女画让识

者对美#对人生#对女性产生了冷水浇背般的

清醒认知* 传统仕女画大多体现的是女性的

娇羞#慵懒#华贵#无力!如果说用一首诗来形

容!接近于 $天然腻玉细生香!斜倚东风鮒淡

妆" 可是春寒犹料峭!晓窗犹试绿罗裳%之类

的绮靡诗意!而李明星的作品却更接近于$济

楚偏宜淡薄妆!冰涵清润玉生香%这样的高华

和清冷" 如同(红楼梦)中的槛外人---带发

修行的$妙玉%*如同屈原的(离骚)神秘的(湘

君)和(山鬼)!如同千年的月光和永恒的唐诗

宋词!尺幅微微!难遮其意硕硕"

李明星是个性情中人!口无遮拦!心无

寸曲!见不平事如鲠在喉!必发而后安" 作为

男人!他好朋好友!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快

意恩仇!些无计较" 这种人天性耿介平易!佛

心对人!众生平等!断无三六九等!$上可陪

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 也许就是这

种兰心蕙质略无拘泥!使之在艺术上更易于

接近纯粹"艺不喜俗!艺不能机*世俗机心者

类!其作必有扭捏可厌之态!必含矫揉弄巧

之嫌"得之东隅!失之桑榆!福祸相依"也许!

这就是艺术和人生的辩证法*

$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 天

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 %唐代杜牧

的这首(秋夕)和唐代李商隐的(嫦娥)诗$云

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 嫦娥应悔

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是我读李明星仕

女画后想到的古诗! 也许这是受其意境感

染" 他的画作体现出的线条的灵动飞动!体

现出的女性的柔美温婉!体现出的美的短暂

和无常!透射出的灵性#安静#神秘和神圣!

都令人窒息* 以女性天然体态和九曲心性的

完美统一而体现出的天地造化万物复作!也

许曲尽了美的永恒"

笔者不懂书画!随意写下以上几笔!算是

画外杂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