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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小的时候读过一篇课文，叫《荔枝蜜》，是
著名作家杨朔写的。也是从那时开始，我对养蜂产
生了浓厚的兴趣，曾想过若考不上大学，到乡下养
蜂，成为一个浪迹天涯的养蜂人。可人生轨迹没有
这一关，只是因工作、旅游，我去了很多地方，发现
在高山、草原、盆地、海边，均有养蜂人，而且有形
形色色的蜂蜜，让我多了无限遐想。

让我记忆深刻的是在北回归线上的南昆山腹
地，路边有很多养蜂人，见到我们的车队，便吆喝：

“蜂蜜，纯正的蜂蜜，二十块一斤，快来买……”见
到有人在看蜂蜜，有人在喝蜂蜜，有人大把数钞票
买蜂蜜，课本《荔枝蜜》的情节又在我脑际浮现。我
在挣扎，要不要买些回家，品尝大自然恩赐的蜜
露。可旁边大块的蜂蜡沾满青苔，偶有蜜蜂飞来，
感觉是真的，却让我似乎嗅到造假的味道。我拍了
几张照片放到朋友圈，不到一分钟，多位网友告诉
我：“那是假蜂蜜，千万别买！”我在蜂箱前徘徊，心
中如打倒了五味瓶，感觉不是滋味。我知道蜜蜂是
不会造假的，可人以蜜蜂的名义造假，真让我大跌
眼镜了。

去年冬天，回老家参加文代会，一老先生热情
接待我。他说关注我很久了，人年轻，有活力，敢闯
敢干，是家乡骄傲。“骄傲”自是称不上，不拉家乡
后腿，不为家乡抹黑，我做到了。那天下着雨，灰蒙
蒙的，我俩站在雨中，聊了许久。具体聊些啥，真忘
了，但他约我开春后去蜂场看看，我答应了，并明
确时间，来年清明。

之所以把时间定在清明，是因为我母亲去世
早，每年清明，几乎雷打不变会回乡祭祖，会为母
亲扫墓。既然千里迢迢回乡，我肯定抽时间去老人

家的蜂场看看，去寻找“真蜂蜜”的答案。
时间一点一滴过去，转眼，又是清明。我提前

一个星期回乡祭祖，到达老家的那一刻，老人家的
电话如约而至：“小罗，明天来我家不？我要采蜜、
摇糖，来家吃中餐不……”我拖着疲惫的身躯，声
音略显嘶哑，回答：“明天下午一定来，吃饭就不用
了，就来看望你，品尝真蜂蜜……”我将“真蜂蜜”
三个字读得很重，可能是骨子里已经不大相信世
上还有几滴纯真的蜂蜜了。

第二天，祭祖完毕，我驱车去老先生的蜂场。
老先生曾是中学教师，退休多年，会电脑，会微信，
年近七旬，感觉很“潮”。他发定位给我，我看了看，
在九龙山下一个叫岩口的地方。岩口这个地方其
实很特别，群山环拱，景色迷人，盛产黄金。

老先生发给我的定位叫碑记村，现在农村都通
了水泥路，比我二十多年前去岩口收破烂时好多了。
山路十八弯，我不知转了多少弯，在羊肠小道上盘
旋。怕导航不准确，每到交叉路口，便问碑记村如何
走，到了碑记村，又问老先生家如何走。村民见我问路，
很热情。告诉我前行多远，然后如何左转，如何右转，有
什么标志。很顺利，我抵达大山深处老先生的家。

老先生家是两层小洋楼，二楼种了类似葡萄
的植物，楼顶也有一些花草。见我驱车来到，老先
生马上卸下防护面罩，引我入室。屋内，好几批客
人在等他摇糖，看他如何从蜂箱中取出蜂巢，如何
从蜂巢中取出蜂蜜，如何过滤后再装入桶中，最后
亲手装上车。总之，所有环节在人眼皮底下完成，
想造假，几乎不可能。老先生的女儿在政府供职，
怕我们狐疑，便说：“父亲养蜂是图乐趣，不是靠养
蜂赚钱……”老人家见我第一次来，便让我戴上防

护面罩，去二楼看整箱整箱的蜂，并从中取出蜂
巢，教我如何认蜂王。他说他养的是土蜂，不是蜜
蜂，土蜂个头稍大，脾气暴躁，蜂蜜产量少，口感
好，营养价值高。也是在闲聊中得知，老人家一年
只采四次蜜，每箱约五斤，满打满算，老人家二十
三箱蜂，最多产四百六十斤蜂蜜。他卖的蜂蜜纯
真，无任何添加剂，现采现卖，每斤一百元，遇到知
己便送。他说养蜂不是为了挣钱，是为了保持与土
蜂的那份情感。

多年前，一窝土蜂飞到他家安营扎寨，他没用火
烧，也未用水浇，而是做蜂箱，给了它们温馨的家。土
蜂也很争气，一分二，二分四，不知不觉，老人家所养
土蜂有二十三箱了。老人家说，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养
蜂，得有天运，否则，要么不会来，要么养不活。

此时属农历三月，油菜花开，产出来的蜜是金
黄色的，在太阳照射下放出耀眼的光芒。我倒了小
杯入嘴，不腻不干，沁人心脾，徐徐咽下，润甜绵长，
几乎又找到杨朔笔下采蜜的感觉。老人家告诉我，
他打农村长大，身居大山，一辈子教书育人，不知如
何造假。有蜜方采，没蜜不卖。钱可以没有，良心不
能没有。

老人家的屋后便是老家的名山，也是老家的
圣山，名曰九龙山。相传很久很久以前，九龙回首，
见此处巍峨耸立，风景优美，久久不愿离去，故得
此名。老人家老实、耿厚，在九龙山这个近似仙境
的地方养蜂，无忧无虑，逍遥自在，其乐无穷，反倒
让我这个拼搏商海的文人多了几分羡慕……

叙述至此，我差点忘了介绍老人家的名字，他
姓黄，名钶，在九龙山下，是鼎鼎有名的知识分子，
受人尊敬的乡贤。

大 山 深 处 养 蜂 人
罗建云

（投稿邮箱：syrbfkb@163.com）

春日的露台上
一桌一茶
微风流淌
花草沁香

低头
茶杯晶莹
叶芽浮浮沉沉
犹如我们走过的岁月起伏
抬头
你欲语还休
双眸闪亮

嘘
什么也不要说
你看
蝶儿悄落枝头
花朵刚好轻轻绽放
嘘
好像什么都说过了
你看
今日的阳光多么慷慨
和我的心田一样晴朗

你我之间
终是
隔着一杯茶的温度
恰如年华
从激荡的青春
回归到今天的安详

春日的露台上
虞迎春

一雨一晴过邵阳，青山隐隐远资江。
蛙声几片河边柳，残月三分入旧乡。

清明乡行

湖湘处处芳菲色，烟雨时时醉野峰。
只恐行人湿望眼，家山旧路杜鹃红。

游白水洞

闻道风光白水春，晨岚雨后已清明。
千寻瀑布倾诗意，正好赊来沐汗尘。

白云岩

白云千载西峰塔，古寺鱼声暮色稠。
南岳不知山水远，风尘香客又回头。

清明回乡（外三首）

石光明

胸中的云雾
结满故乡的炊烟
红白相间的路
是草丛里惊慌失措的蛇
它们在真相的印痕里
它们，让爱不适宜潮湿

电影的口音和对白
树林已知晓了事物的沉寂
其实很难和愿望一起
她们把蓝爱得用心良苦

隔几座山你再看看
隔几座山你再喊喊
山谷里的阳光和风霜
其实也没什么不同

有人起身谈起天色
有人坐下吐出庄稼
当我拥抱石头上的房子
返回路途的小鸟试着追赶我

胸中的云雾
叶耳

她是红薯的，也是柑橘的，
她是下花桥溪间狗尾草的，
也是五峰铺中和乡不知名

小花的；
她是魏源蔡锷的，
也是我这个沉醉故乡异域

游子的；
她是明丽无边的山水，
也是亲切雄浑的鼓乐；
她是满园春色桃花红，
也是故人亲切的召唤；
她是高霞山下的一泓清泉，
也是我诗库中的一方风水

宝地……

清明

山花烂漫，春回大地，
年复一年的这个时节，
当我们将头颅，
虔诚地贴近故土，
总会一次次地思考，
我们从哪里来？
要到哪里去？
这个深邃的哲学命题。

故乡（外一首）
李满青

春末夏初，山野里杜鹃啼叫了，
有时在城市的边沿也能听到那四个
音节的叫声，那是有的杜鹃从这个山
头叫着飞往另一个山头。那些杜鹃
呀，不但白天啼叫，晚上也啼叫，甚至
彻夜不停。

古代的文人墨客把这种叫声翻
译成“何不归去”。听到那“何不归
去”，他们会触景生情，离家在外的，
特别是被贬谪在外的，就会引发离愁
别恨，倍觉伤感而哀怨。这种情感，可
以从他们的一些诗词中体会到。

初唐沈佺期的《夜宿七盘岭》是这
样的：“独游千里外，高卧七盘西。山月
临窗近，天河入户低。芳春平仲绿，清
夜子规啼。浮客空留听，褒城闻曙鸡。”
第三、四联的意思是：在这芬芳的春
天，平仲（银杏）树一片翠绿，凄清的夜
里，传来了子规（杜鹃）的哀啼。浮游在
外的我，空自留在这里听那凄清哀鸣
的叫声，一直到褒城里传来公鸡报晓
声。你看，听到杜鹃的啼叫竟然夜不能
寐，一直到公鸡报晓，估计会熬到天亮
了。杜鹃声的“魅力”可真大。

豁达如李白者，竟也被杜鹃声俘
虏了。他的《宣城见杜鹃花》是这样
的：“蜀国曾闻子规鸟，宣城又见杜鹃
花。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
巴。”曾经在蜀国听过子规的叫声，而
今在宣城又见到了杜鹃花。杜鹃叫
一回，我的泪流一次，伤心得肠欲
断。明媚的三月春光啊，我时时忆念
着三巴。李白的被俘虏，想起来也不
奇怪，客居、游荡在外，怎能不思念
家乡？家乡情结，血肉之躯的人都有
啊，而一有引线，那种情感就要或大
或小地爆发了。

唐代崔涂有一首题为《春夕》的
七律：“水流花谢两无情，送尽东风
过楚城。蝴蝶梦中家万里，子规枝上
月三更。故园书动经年绝，华发春唯
满镜生。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景
有谁争？”第二联写梦归家乡，醒来
后是三更时分，又听到屋外枝条上
杜鹃的啼叫，可以想见杜鹃声让他的
感伤加倍了。

同是写三更听杜鹃的，还有宋代
贺铸的《子夜歌·三更月》，不过不是
思乡，而是怀人的，上阕是：“三更月，
中庭恰照梨花雪。梨花雪，不胜凄断，

杜鹃啼血。”三更的月光映照着庭院
中的梨花，好像白雪一样，相思的情
怀有说不尽的凄然，何况又听到杜鹃
啼血。杜鹃声让他的伤感雪上加霜。

宋代秦观被贬谪到郴州后写了一
首《踏莎行·郴州旅舍》，上阕有“可堪
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之句。
在春意犹寒的日子里哪能忍受一个人
闭在孤馆里忧戚，何况又是夕阳西下
的时候听到“何不归去”的啼叫声？杜
鹃声对他来说不啻一把软刀子。

杜鹃鸟，俗称布谷，又名子规、杜
宇。我曾近距离地看见过，在我所住的
一座山包上，它正在一根横枝上忘情
地唱，发觉了我，羞羞地飞走了。它是
黑灰色，形体比燕子大，尾巴比燕子
长，当然也不是剪刀形。据说它口腔的
上皮和舌条都是红色，古人误以为它
是啼得满嘴是血；它啼得最起劲时，恰
好杜鹃花也盛开了，以为杜鹃花是它
的血染红的，所以也给它取名杜鹃。

其实，对鸟类的啼叫的感觉，是
因人而异的。南宋翁卷的《乡村四月》
也写了杜鹃（子规）啼叫：“绿遍山原
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乡村四月
闲人少，才了蚕丝又插田。”对杜鹃声
的感觉迥乎不同。农事忙都忙不赢
呢，哪有时间伤感？如烟似雾的雨好
像是子规的鸣叫唤来的呢，农家喜欢
它！境界淡雅清丽，情感素朴康健，没
有什么凄凄惨惨戚戚。我喜欢翁卷，
喜欢“子规声里雨如烟”！

我们邵阳一带，传统上把杜鹃的
叫声翻译成与农事有关的话语，我的
老家一带的译音是“割呱麦么”。十里
不同俗，洞口籍著名作家谢璞作品里
写的是“割麦插禾”，我的老家离谢璞
的老家高沙只有五六十里。小时候我
们在山上看牛，杜鹃问一声“割呱麦
么”，我们就答一声“还没有啊”或“正
在割啊”或“割呱了啊”。人鸟交流，一
问一答，其乐无穷，忧伤何来？

人在世间，大概免不了离愁别
恨，也免不了其他的伤感，但人是人，
鸟是鸟，它怎样叫与我何干？或许，我
还把那四个音符当音乐听。这不是

“无知者无忧”，也不是“漠不关心，麻
木不仁”，而是豁达、坚强、坚忍。不为
环境所动，不为他物所动，不动辄就
黯然神伤，这也是快乐人生的要着。

杜鹃声里雨如烟
黄三畅

闹春 周文静 摄

◆乡土视野 ◆湘西南诗会

◆樟树垅茶座

◆古韵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