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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一次灾难，可能会击毁很多庸者
的命运，但对于尹先敦来说，幼时的那次右
臂受伤，却让他自此开始领略左笔书法的神
韵。伤痛迫使他改变书写习惯，用左手坚持
书法练习。这一次改变，造就了中国书坛的
一位左笔书法家，他的作品，师法前贤又新
锐出奇，昭展着柔婉飘逸的俊秀，蕴藏着朴
拙若愚的意趣。

尹先敦左笔书法原本缘于伤痛，然而其
中所展现出来的气象，却是带有革命性的，
至少也是带着其本有灵魂的，是心手合一的
自在流淌。无论是大到其书法结体、笔墨意
蕴，还是细到一点、一线、飞白流苏、纵横开
阖，无不尽显“异端”。他没有片面探究帖意
和碑风，不基于传统法度，书风和他的人一
样，恣意、灵动，不泥古，不追俗，既体现了他
作为“中原奇秀”的豪气，又不失绅士风度的
谦谦儒雅，从精神意义上承续了书画的精
粹，同时也观照了当代语境下的时代体温。
他作品的灵魂性，不是肤浅的传承，而是对
传统、对当下的感悟，我们既可以体味魏晋
的文士风度，也可观瞻网络时代的节奏，既
可品出盛唐的茶韵、两宋的茗香，还能领略
现代的咖啡之醇。

可以说，书画这一艺术表现形式，不仅
体现了尹先敦骨子里充盈的诗人气质，更综
合了传统审美、个人性情和现代文化精神。
他将人生的感悟与书画实践结合起来，一笔

一画发于心，看
似无法却有法，
合和天地人，彰
显精气神，诚如
他对人生和书画
的领悟：人生有
道，书画无法。

亦拓者，王姓，已过不惑之
年，内乡王店人，南阳国宇公司董
事长，专事生产汽车密封材料。
自 2013 年 6 月，亦拓奔走于中德
之间，8个月呕心沥血，于 2014年
2月购入德企——威尔伯特集团，
6 月 1 日交割完毕，其雷厉风行、
大手笔、大气魄，震惊业界。

亦拓乃 1971年生，幼年家贫，
饥寒交迫，然一心向学，常名列前
茅。束发之年，受丧父之痛，母甚
严，有错必纠，体罚乃家常便饭。
亦拓兄弟三人，兄友弟恭，弟辍学
拉车，以资亦拓继续学业。亦拓
不负众望，入学广外国际贸易，毕
业即创业，盛年即有成。

白手起家

广 外 毕 业 后 ，亦 拓 多 方 求
索，服装盘花、手工绢花，尝试为
之，然难有作为，故果断归乡创
业。

白手起家，亦拓自嘲，“空空
行囊，若故乡之云”。日间，收购
废旧轮胎；夜间，剥离、分层、肢
解，加热硫化，成建筑灰桶。夜以
继日，亲力亲为，不辞劳苦。

日复一日，亦拓名声远扬，

豫、鲁废旧轮胎源源不断。2003
年，“鹏程橡胶”成立。2005 年，

“东兴橡胶”成立。俩公司，分交
于俩弟。“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
渔”，亦拓以实业回报俩弟。

一意外拓

亦拓者，一意外拓，坚持不
懈，持之以恒！

2008 年，亦拓涉足高科技，
“国宇密封材料公司”于南阳成
立。

“行人所不能。”亦拓复曰，
“细分市场，高科技、环保，人无我
有，人有我优，此乃战无不胜法
宝。”

无石棉环保材料，并氟橡胶
密封件、发动机气缸垫，领先国
际，专为神龙汽车、东风朝柴等配
套。

梦高远，自飞翔，亦拓之步伐
渐行渐远，出国门，入德意志。

“威尔伯特集团”乃德国高端
塔 机 公 司 ，其 动 臂 塔 机 驰 骋 全
球 ，可 高 达 997 米 ，吊 重 达 128
吨。然其近百年历史，因滞销而
濒临破产。亦拓考察再三，决意
跨界收购，“吾有市场与人力，彼

有技术与品牌，亦拓必能复活威
尔伯特！”

八个月，由酷暑至严寒，又至
酷暑，亦拓数次往返中德，终致威
尔伯特于麾下。国际商战，大败
俄罗斯、波兰、法兰西、捷克、比利
时，长国人志气。收购当年，威尔
伯特即盈利，更为罕有，足显亦拓
眼光与智慧。

论及未来，亦拓言将专注生
产，继续国际并购，开拓之步伐
不停歇。“一人之力不若团队之
力”，亦拓看好青年才俊，资员工
学语言、技术。“团队强则吾强。”
亦拓曰，“彼富裕、乘豪车，吾以
此为荣，心甚喜之。”未来，国宇
之开疆拓土，将仰靠团队，所向
披靡。

南都曰：“天行健，君子以自
强不息。”亦拓虽出身贫寒，然自
强不息，以一人之力，上下求索，
多方尝试。研发生产，专做人所
不能。国际谈判，诚以待人，善以
感人。培养新人，出资出力，不遗
余力。故而，企业从无到有、由小
到大，至国际并购，藉由自强，水
到渠成。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孙明
哲）“哇塞，联通 4G 比 3G 快这么
多！”1 月 8 日，前来参加南阳联通
4G开网发布会的商企代表赵冉看
到现场工作人员的对比演示不禁
感叹到，“平时我用联通 3G上网已
经感觉跟电脑没啥区别了，现在又
推出了 4G，快，就是任性！”

发布会现场，联通工作人员对
联通 3G、联通 4G、他网 4G 网速进
行现场实测。数据显示，联通 4G
的实测传输速率高达 133Mbps，远
超联通 3G 的 27Mbps和他网 4G 的
45Mbps。

“联通 4G 最明显的优势就是
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确保了手机上
网信号覆盖面更广，速度更快。”南
阳联通公司总经理孙江山说。

据了解，截至目前联通 4G 网
络已实现南阳城区及县城区域的
全覆盖，预计到 2015年底，将实现
各乡镇全覆盖。

而为了给用户带来最真实最
直观的体验感受，元旦期间，南阳

联通公司组织人员分别在南阳城
区的数个人流密集区域进行联通
4G 的实地测速，结果显示联通 4G
的手机上网速度和稳定性均在原
来 3G 的基础上提升了 3 至 4 倍。
现场真实直观的测试，更是引起了
围观群众的阵阵惊呼。

“我现在用的是联通 3G，平时
玩微信、浏览新闻都没有卡顿感，
现在又出了 4G，看来以后随时随
地用手机看场电影都没问题啦。”
现场围观的群众张斌兴奋地说。

不到 1秒，百度网页完全打开；
不到 1秒，优酷网页完全打开……

“这几个网页都是咱们平时玩电脑
时经常登陆的，现在客户到我们营
业厅里咨询 4G业务，我们的业务员
就是直接演示，而不再一味地讲解
各种让人似懂非懂的专业知识。”
南阳联通公司市场部工作人员李
静边演示边说，“现在我回到家几
乎都不开电脑了，一台手机加上又
快又稳的联通 4G，可以满足我一切
网络休闲娱乐需求。”

手机4G上网，
快得如此任性！

1959年秋期，我来南阳求学。学校在
卧龙岗。步出经武门，沿梅溪河西南行，
举头就看见一岗隆起，岗上老柏森森，一
脉浓郁的墨绿，不远不近地在古城外逶
迤，蓬勃着一种不同凡俗的气势，让人震
撼。

那道岗，郦道元踏访过，曾看到百里
奚故宅，李太白仰望过，曾发出“谁识卧龙
客，长吟愁鬓斑”的浩叹，岳武穆登临过，
在秋雨中，更深秉烛，为道士挥毫泼墨写
出了龙蛇飞舞的“出师二表”，无数文人骚
客都在那里留下了足迹和诗文。可以说，
那是一道天下少有的文化岗。

那时，卧龙岗没有围墙，武侯祠不收
门票，游人和香客随意出入。课余，我曾
坐宁远楼内读《红楼梦》，曾踞抱膝石上吟
诵普希金的诗，坐诸葛草庐里重温《前出
师表》，更有几分亲切感，仿佛旁边就坐着
满腹经纶的孔明和求贤若渴的刘备，正进
行那番将改变中国历史的著名晤对。

遗憾的是，如今的卧龙岗已被凌乱的
当代房舍遮蔽、壅塞，固有的气势不复存
在。

当然，所谓祠，即纪念性的建筑，草庐
也是象征性的，并非诸葛亮隐居时的旧
物，草木结构的寓所是很难保存下来的，
到底建在哪个地方，怕是永也找不到了。
但可以肯定的是，刘备“凡三往乃见”时的
草庐在南阳。卧龙先生夫子自道：“臣本
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
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
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这段话的逻
辑告诉我们，在南阳的躬耕地即三顾地，
躬耕地的草庐即三顾处。荒唐的是，早就
有人无视这个逻辑关系。晋代襄阳人习
凿齿的《襄阳记》中，先提出“襄阳有诸葛
亮故宅”，后，又在所著《汉晋春秋》中指

出，“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
里，号曰隆中”（属南阳郡的邓县竟管辖到
汉 水 之 南 属 南 郡 的 襄 阳 ，真 乃 咄 咄 怪
事）。这就有意或无意把水搅浑了，似乎

“故宅”或“家”即躬耕地和三顾处。即便
那里确有“故宅”或“家”，也仅为许多“故
宅”和“家”之一而已。诸葛亮十几岁时，
随叔父诸葛玄离开老家山东琅琊郡阳都
县，屡次播迁，处处无家处处家，凡住过的
地方，都可能有“故宅”或“家”。在新野，
在樊城，在荆州，在夏口，在成都，甚至在
泸水之南，祁山之北，都有住过的地方，难
道都能和“躬耕垄亩”和“三顾草庐”牵连
上？襄阳武侯祠的山脚下，有一块不大的
稻田，插一木牌，上写“躬耕田”。我看后
不禁哑然失笑，戏说得太离谱了。

假若某一日，有“学者”“考证”出了海
南岛的诸葛“躬耕地”，也不必惊诧。这年
头，学术腐败不亚于官场腐败，学界造假
不亚于无良商家。“修辞立其诚”已成难得
的奢侈。

其实，有“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这
九个字在，一切纷扰、鼓噪皆为徒然。我
以为，躬耕地的论争已无必要，和不讲理、
讲歪理的人辩是非，划不来。谚云：“能和
君子打一架，不和小人说句话。”

说真的，我走进诸葛草庐，首先想到
的不是孔明的智（《三国演义》对诸葛亮的
智谋渲染过当，故鲁迅评曰：“状诸葛之多
智而近妖”），而是他的忠，忠于事业，忠于
追求，忠于承诺，并坚守终生。《后出师表》
结尾处剖心泣血的“鞠躬尽瘁，死而后
已”，才是诸葛亮思想遗产的亮点。他的
文治武功，已成历史陈迹，惟有这种精神
代代相传，鼓舞激励无数仁人志士，一往
无前，义无反顾，为社稷苍生奋斗献身，直
到今天。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吴曼
迪 通讯员崔 鹏）1 月 10 日，全国
第三次人造石行业发展座谈会在
内乡召开。此次会议由中国石材
行业协会主办，来自全国各地的石
材企业代表参加了此次座谈。

座谈会上，代表们就人造石标
准的完善、质量管理、工艺管理、技
术研发等内容进行了研讨。中国
石材协会会长邹传胜认为，内乡的
石材资源优势、区位优势和政府政
策的支持，使内乡人造石行业的发
展拥有较大潜力，内乡要以市场为
导向推动产业健康发展。

据了解，人造石作为一种新型石
材，目前被广泛应用于建筑和家庭装
饰中。近年来，人造石行业有了快速
发展，同时面临产业转型升级和产业
转移的局面。南阳内乡因其具备丰
富的大理石、花岗岩、米黄玉等资源
优势以及便利的交通优势和劳动力
优势，成为人造石产业转移的重要方
向。目前，内乡产业集聚区已围绕新
型建材这一主导产业，初步形成了集
矿山开发、荒料板材、石材工艺、人造
岗石于一体的产业集群，致力于打造
继广东云浮、福建水头之后国内第三
大人造岗石生产基地。

全国人造石行业发展座谈会
在内乡召开

周同宾，当代著名散文家，
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散文奖
等，现任河南省散文学会副会
长，有百余篇作品被译介海外。

南 阳 诸 葛 庐
□ 周同宾

并购德企者王亦拓
□ 南阳观察记者 李 乐

尹先敦，河南内乡人，中国书法家协会
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书法名城（之
乡）联谊会理事、文化部中国书画院书画师
等，作品入选中国书协主办的第八届国展、
第二届扇面展、第四届正书展等。曾获全国
政协书法大赛一等奖、全国群星书法二等奖
及许慎杯奖、林散之奖等奖项。

【作者简介】

尹先敦诸体皆工，且长于篆刻，其作品
碑帖交融，点画精到，质感厚重，气息畅达，
是一个全面探索型的书家。

——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 张 海
尹先敦的书法艺术以追求力量气势为

显著特点。用笔上顿挫分明，刚劲有力；结
体开张，态势各异；章法上气势贯通，连绵盘
桓，宏篇巨制，一挥而就。

——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吴善璋

人生有道
书画无法

作者简介

学书感言

名家点评

书画艺术，是神圣的也是美好的。因
为钟情于斯，所以乐在其中，无怨无悔。

特约书法评论员 二月公子

艺术赏析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刁良
梓）1月 14日上午，廉政豫剧《子夜
惊梦》在周口市郸城县倾情演出。
接地气的唱词，贴近生活的表演，
震撼人心的舞台和音响，将引人入
胜的剧情不断推向高潮，演出现场
掌声雷动。

“通过细致刻画一个执政者心
理转化过程，塑造了一位严格鞭策
子女、监督家人的无私母亲形象，
展现了家庭助廉在预防腐败中的
重要作用。”方城县纪委书记郭富
玉介绍，《子夜惊梦》由方城县纪委
组织、县豫剧团排演，由省内著名

编剧、导演等联袂打造。南阳市市
民王冬焕看完剧目心绪翻滚，她含
着泪说，岁末年初，这次廉政戏剧
展演活动，无疑是一道精神大餐，
家庭助廉犹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浸润心灵。

南阳市唐河县一名女镇长说：
“这部戏太有教育意义了，不仅对
从政人员有警示作用，对干部家属
也有深刻教育意义。”

据悉，该剧自 2013年 9月首演
以来，已在南阳全市巡演15场，作为
全省优秀廉政戏剧巡演活动重点剧
目，自1月14日开始在全省巡演。

南阳廉政大戏《子夜惊梦》
在全省巡演

漫画/王伟宾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吴曼
迪 通讯员封 德）1 月 12 日，记者
从西峡县旅游局获悉，该县老君洞
景区顺利通过全国旅游景区质量
等级评定委员会考核，成功晋升国
家 4A级景区。

老君洞景区位于西峡县二郎
坪乡大庙村，主要由老君洞、太清
谷、野人谷三个景区组成，相传这
里是道教始祖老子修行、炼丹隐居
地，有“南武当始祖、北伏牛老君”
之说，现存有大庙遗址和唐、宋、
明 、清 时 期 碑 刻 ，是 道 教 圣 地 之
一。加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神

秘的野人活动踪迹，又被称为“中
原神农架”。

该景区自 2008 年重建以来，
严格按照国家Ａ级旅游景区建设，
从旅游酒店、交通游览、旅游安全、
餐饮服务、旅游购物、综合管理、资
源与环境保护等方面进行全面升
级和改造，重点改建了游客服务中
心、绿化美化了道路景观、增置了
生态环保厕所和分类垃圾桶、对服
务人员进行了服务技能专项培训，
景区旅游基础设施和服务功能得
到完善提升，年接待游客超过 50
万人次。

西峡老君洞景区
荣膺国家4A级景区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李 乐）
1月 12日记者获悉，河南省科技厅
认定 10家高新技术特色产业基地，
南阳市官庄石油钻采和精细加工
特色产业基地榜上有名。

官庄石油钻采和精细加工特
色产业基地位于官庄工区，是集石
油勘探、油气开发、精细化工、基本
建设、规划设计、机械制造于一体
的综合性石油化工基地。首批入
驻该基地的企业包括南阳能源化

工有限公司、河南金马石油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河南南阳市油田机械
制造有限公司、中石化河南油田工
程设计有限公司、河南石油技术研
究院等。

官庄工区特色产业基地被认
定为省高新技术特色产业基地，有
利于加速基地内企业科技进步和
技术创新，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推动南阳市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和
创新集群的健康有序发展。

官庄工区特色产业基地
获省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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