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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蜂人
 王田喜

             嗅著花香走，帶上
             成千上萬
             朝夕陪伴的蜜蜂
             漫山遍野，他是
             最大的那一隻蜂王
             揣著和蜜蜂同樣
             甜蜜的夢想
 
             花團錦簇的世界，就是
             獨立的王國，他君臨天下
             欣賞著和他一樣
             勤勞的蜜蜂，
             在花朵的宮殿
             耕耘；聽到了「嗡嗡」
             振翅高歌的共鳴
             釀造幸福生活的樂章
 
             有蜜蜂的鄉音陪伴
             花的海洋
             就是家鄉

杏花辭
鄭偉杰

             春風站在杏樹枝頭
             遠望南坡的綠草
             著上春之將遠的顏色
             我憶起掩埋在村口的故事
 
             在遙遠的城守候一方
             一串串夜夢惦念著
             杏花挽留下來的柔軟時光
 
             在杏花微雨的日子
             我走在未曾談及的路口
             堅信古老的傳說
             給予粉蕊無法言說的秘密

閒聊讀書 
朱公允 

讀書在中國人的生命中，是最有份量

的。尤其在當下，不管是社會成功階層，還

是目不識丁的底層，對于讀書都不敢怠慢。

只是前者已經從讀書中獲得了利益，後者得

到的是不好好讀書的負面經驗，轉而對讀書

萌生敬重，以教育和培養下一代好好讀書。

「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千鍾粟」，就

連宋代皇帝趙恆，也能夠從中體會到讀書致

用這個道理。

而在現代，儘管考取大學已經不像計劃

經濟年代，國家包分配工作，從而通過讀書

一次性解決生存問題；更不能像古代那樣，

考中就能走上仕途，治國平天下；但是，通

過考取好的大學，謀一份好的工作，仍然是

無數寒門學子，孜孜以求，改變自己人生的

夢想。仍然是無數家庭努力奮鬥、教育培養

孩子的不二選擇。

而西方人對于讀書的看法，更加側重于

知識的獲取。高爾基說：「書籍是人類進步

的階梯。」

莎士比亞說：「書籍是全世界的營養

品。生活裡沒有書籍，就好像沒有陽光;智

慧裡沒有書籍，就好像鳥兒沒有翅膀。」雨

果說：「書籍是造就靈魂的工具。，誇美紹

斯說：「書籍是培植智慧的工具。」這個觀

念也是與政治社會制度導向是分不開的。因

為，在十九世紀以前，西方國家並不通過讀

書考試選拔社會人才，沒有這個公平的社會

競爭機制。即使是現代，也不完全是。比

如，對于公務員的選拔，西方國家大多是一

部分通過考試，一部分通過選舉。這種導

向，就淡化了讀書在人生中必要性。但是，

這並沒有妨礙，西方社會對讀書的重視。英

美等國的大學，在全世界排名遙遙領先就是

例證。

無論東方西方，無論出發點是什麼，總

之，人類對于讀書都是看重的，這一點是共

識。因為，書籍是前人智慧和經驗的結晶，

是我們獲取人生經驗，知識文化的必備，也

必然是我們獲取生存手段必備的工具。更加

重要的是，即使在各種媒介高度發達的今

天，書籍仍是人類進步的階梯。

春天裡的鄉村情結
李勇鴻

今年的春天總是姍姍來遲，上天好像在變戲法似的，人們上

周還穿著棉衣，本周便換上了單衫，氣溫一下子就升了十幾度。

郊外的桃、梨花都爭相開放。出進小區的人偶爾手中拿著一枝山

花，小孩子也在綠地上放飛風箏，讓人忽然感到春天的溫暖。

前幾天，弟弟從一百多公里的另外一個城市打來電話，邀我

們週末一起去他們那裡的農村去看油菜花，他說還可以在鄉下農

家小院自由呆上一天，感受一下鄉村的的春天氣息，回味老家農

村的春天味道。

幾句話讓我心頭一熱，頓時，一幅鄉村春天的畫卷便浮現

在眼前。其實，現在許多生活在城市裡的人，心裡都有一個心

願，那就是在城裡有一套住房，在農村有一個小院。周內在城裡

打拼，在川流不息的人群中奔跑，在喧囂的車流中穿梭。到了週

末，最好的去處，就是回到鄉村小院，洗去一身疲憊，好好放鬆

心情，感悟鄉村特有的寧靜，享受自由自在的慢生活。

終于等到了週末，我們一家人早早起床出發，驅車沿著成

都到綿陽的高速公路行駛了一個半小時，終于抵達遊仙區街子鄉

一個叫岳家村的地方。沿途的風景如畫，這裡的鄉村更是花開遍

地，芳香迷人。

弟弟和他朋友早在村口等候我們，沿著一條水泥路步入一

個「滿庭芳」的農家小院，瞬間心中有了一種回家的感覺。這個

小院有三、四百平方米，房子院子各佔一半，大門面向西南，正

好滿院陽光，溫暖舒適。院中撐著一個遮陽傘，傘下放著一張圓

桌，幾把騰椅，院牆角有一片小花園，花園中的葡萄樹雖然還未

開花吐綠，那長長青籐卻纏綿在高高的架子上，就像水墨畫的留

白，給人留下足夠的想像空間。

院子整個色調以深灰為基調，掛在院牆上的幾個廢舊輪胎

被噴成五顏六色變成了一個個空中花盆，那些吊著綠籐，開著喇

叭一樣的各色小花，更給小院增添了一份樸素之美。弟弟的朋友

姓江，在一家企業當副總，他一邊給我們沏茶，一邊向我們介紹

說，這裡並不是他的老家，這個農家小院是他們今年春節剛租來

的。

房子的主人一家這幾年常年在深圳打工不回來，所以房子修

好一直未裝修。他們以每年5000元的租金，簽訂了十年的合同，

平時工作忙，就是週末和愛人過來住住，他從小在農村長大，沒

事就喜歡勞動，在這裡可以種菜養花，還可以隨時看到鄉村的農

事耕收。于是，從過年到現在一直忙著買傢俱，收拾環境衛生，

按按照他們的風格簡單裝修，到現在基本完成。說著他帶我們參

觀客廳、臥室、廚房。還特意讓我們去後院，看那片生機盎然的

萊地。我大概算了一下，如果按一年五十個週末計算，他們每

個週末在這裡度假只需100元，非常經濟實惠，而且可以親近自

然。如今，農村像這樣的空房子很多，他們這樣的租用，既不會

讓閒置的庭院荒蕪，也可以為農民增加更多收入。果然，隨後江

先生帶我們去村中參觀時，村裡也有幾家閒置的農家小院正在開

始裝修，也許又是一家城裡人準備在鄉村暫時安家了。

在這個農家小院的樹蔭下吃午飯別有情調，時令蔬菜都是村

裡產的，香椿芽炒雞蛋，韭萊燙煎餅，這些春天特有的鄉村美味

佳餚，讓人唇齒留香，回味無窮。午後小憩時，溫風習習，花香

四溢，鳥語啁啾。

抬頭只見兩隻燕子在屋外的牆角開始啣泥築巢。推開大門，

鄉村三月花海如潮的場景此起彼伏，那如錦似繡般的油萊花在陽

光下燦爛似金。偶爾點綴在田地頭的幾棵桃樹正是滿樹繁花，艷

得妖嬈，紅得醉人。此時，一農家婦女穿著紅衣荷鋤行走在花海

中，又為鄉村春景圖添了生動一筆，更加栩栩如生。

我們在一塊農人的蒜苗地裡駐足，一對中年夫婦正在地裡

收割蒜苔，他們用手指間帶的小刀豁開蒜苗的葉子，很麻利地摘

下蒜苔，二尺多長的蒜苔在婦人的懷抱裡很快就變成一捆，一會

兒，地頭那個小推車就堆滿了小山一樣，那蒜苔青翠欲滴，掐一

掐就流出來水。繼續向前走，遇見一家養蜂人，十幾箱蜜蜂依著

彎延的油萊地放著，蜜蜂忙著採蜜，養蜂人忙著搖蜜，我們輕輕

踩著鬆軟的田埂，從一片油菜花中走過，不敢驚憂一隻辛勤忙碌

的小蜜蜂。

　　黃昏中，站在鄉村的小院門口，眼前的田園沉浸在一片晚霞

的餘輝中。此時，我好像又回到故鄉老家，折下一柳枝，做成童

年時的柳笛在自己家的小院子裡吹響，彷彿又看見遠處牧歸的牛

羊正朝著春天暮色漸濃的村莊，溫柔輕叫著一路狂奔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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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的嗜好（外一題）

侯發山，中國電視藝術家協會會員，中
國民間文藝家協會會員，河南省小小說學會
秘書長，鄭州商學院客座教授，鄭州作協副
主席，鞏義市文聯兼職副主席、作協主席。
著有小說集24部。有7部作品被搬上熒屏。
部分作品被譯介到海外。小小說金麻雀獎獲
得者。

這天晚上，文玉又一身酒氣地回來了。
自從他當上部門經理，應酬不斷。好在每次
他都不是大醉而歸，處于微醺狀態。

父親抽了下鼻子，皺著眉頭，說：「即
便是茅台，也得有個節制。」

「爸，連這個您都能聞出來？真是神
了！」文玉吃了一驚。不錯，他今晚喝的是
茅台。招待客戶，沒有一定的檔次，人家在
合同書上的字簽得異常艱難，好像不會寫字
似的。

「 以 後 再 喝 茅 台 ， 把 酒 瓶 給 我 帶 回
來。」父親沉著臉說。

文玉怔了一下，還是點頭答應了。
沒過多天，文玉就帶回來兩瓶茅台酒，

他以為父親想喝茅台。父親曾經說過：「茅
台酒，真正的國酒！酸、甜、苦、辣、醬、
枯、糊……千萬種味道。只要喝過，一輩子
難忘。」父親年輕時在貴州當過兵，新兵入
連時喝，老兵退伍時喝，立功時喝，記過時
也喝，對像來信時喝……反正總能找到喝酒
的理由，也有喝茅台酒的機會，但不是很
多。喝完酒，酒瓶捨不得扔，等哪天酒癮上
來了，來不及買酒，倒點水涮涮當酒喝。
有時人多，涮一遍不夠喝，再涮一遍。退
休後，父親戒酒了。他說，要學會減法人
生，特別是到了晚年。越簡單，越自在，越

輕鬆，越精彩。難道多年不喝，肚子的酒蟲
又給勾出來了？也難怪，喜歡上了就難以忘
懷，愛上了就割捨不掉。

「我要的是酒瓶，不是酒！若是你自
己買的，可以；若是占公家的便宜，那是貪
污。」父親沒有發脾氣，但一臉的不高興，
陰得像要擰出水來。

「爸，我下班去超市刷臉了。」
啊？刷臉能刷來茅台？父親瞪大眼睛，

好像不認識文玉似的，說：「你的臉白還是
咋的？超市的人為啥巴結你？」

文玉知道父親誤會了，一時間哭笑不
得。父親以為得理了，振振有詞：「若是一
般老百姓，刷臉可以嗎？黃鼠狼給雞拜年，
你可可當真了。」

父親越說越離譜，文玉忙拿出手機解
釋：「我手機上有支付寶，刷臉等于刷錢。
我支付寶上有消費記錄，您可以看看。」

父親不好意思了，他的臉這才由陰轉
晴。

後來，再喝茅台時，文玉就把酒瓶給父
親帶了回來。他誤認為父親愛好收藏酒瓶，
有時也把其他酒瓶給帶回來，因為茅台的酒
瓶沒造型，太單一。但是父親不稀罕，他只
要茅台的。莫非是愛屋及烏，喜歡喝茅台酒
也喜歡茅台酒瓶子？

文玉不知道，閒暇時，父親還會到酒
店、高檔小區，甚至是收購廢品的地方，購
買茅台酒瓶。最貴時，一個酒瓶300元。但他
絲毫不眨眼，果斷買了下來。他的養老金，
有相當一部分都是消耗在收購茅台酒瓶子上
了。

有一次，文玉又給父親帶回來兩個茅
台酒瓶。父親剛好在院子裡澆花，興致上來
了，說：「孩子，把錘子給我拿來。」

文玉愣了一下，還是把錘子給父親拿來
了。

父親找來一個空箱子，放進一個茅台酒
瓶，然後，揚起錘子，只聽「光當」一聲，
酒瓶粉身碎骨。父親對一臉困惑的文玉說：
「孩子，我就愛聽這響聲。」接著，把另外
一個酒瓶也敲得四分五裂。

文玉輕輕歎了口氣，心說老小孩，老
小孩，真是不錯，人上了年紀就跟小孩子一
樣，童心不泯，愛玩，瞎玩。但是，如果想
聽那一聲響，其他酒瓶不也可以嗎？為什麼
非得要茅台的？難道茅台酒瓶的聲音跟其他
酒瓶不一樣？

父親似乎看出了文玉的心思，說：「孩
子，我每砸一個茅台空酒瓶，就減少一瓶那
些不法分子造的假茅台！」

文玉恍然大悟，旋即，熱烈地叫了一
聲：「爸——」話音剛出口，他的臉上已是
汪洋一片。

許多年後，文玉整理父親的的遺物時，
翻出兩瓶茅台酒——是自己當年給父親買
的。

 

 一見鍾情
說起我跟小宋的愛情，大家或許都不

相信，我之前對他一點都不理解，完全是一
見鍾情。當時，老爸老媽還未表態，我的閨
蜜們紛紛坐不住了，直率的，說我莽撞，含
蓄一點的，說我任性。夏梅的話代表了她們
的一致觀點：「你也太著急了吧？憑咱的家
底，咱的長相，還愁找不到鑽石王老五？」

夏梅說的沒錯，我家開著一個車行，
本小姐大學本科畢業，一米七三的個頭，若
不是鄙視影視界的潛規則，早就是當紅明星
了。這話還真不是吹的，早在大四的生活，
就有星探找到我，要我出演某電影裡的主
角，我一口拒絕了。畢業後，我謝絕不少用
人單位的邀請，回到自家的車行，幫助做
事。

麻雀雖小，五臟俱全。我家車行裡有許
多部門，綜合辦，財務室，營銷科，等等。
老爸讓我選一個，我沒有去辦公室，而是選
擇最基層的一份工作。打死你們也想不到，
那份工作在車行裡最不起眼，最沒技術含
量，明說了吧，是給車後窗貼標語，就是那
種溫馨提示的即時貼。

夏梅說：「我的大小姐，你的腦子是不
是被驢踢了，怎麼選了這個活兒？」瞧，在
她眼裡，連個正經的「工作」都算不上。

我說：「你應該明白，我找工作一不
是為了工資，二不是為了舒服，主要為了找
人！」

夏梅愣了一下，搗了我一指頭，說：
「你真鬼！」

我說：「找另一半，外表並不是最重要
的，畢竟是要在一起生活，性格、三觀、愛
好等等……不是常言說窺一斑而知全豹嘛，
從這個小小的即時貼就可以瞭解到一個人的
大概。」

嗨，你別說，幹這一行，不是很髒，
也不是很累，還挺開心，常常讓本小姐忍俊
不禁，想不露齒都不行，主要是那些即時貼
的內容——開門見山型：大修沒錢，歡迎追
尾；新手，新車，心慌！危言聳聽型：新車
上路，內有殺手；剎車油門分不清，都好
使；事故多發車輛，請繞行；買的證，租的
車，您看著辦。拐彎抹角型：最好不要看清
這裡的字；不是碰碰車。凶悍挑釁型：跟我
幹啥？當心我掛倒擋！實習加磨合，逮著誰
撞誰！畢恭畢敬型：技術潮，手藝差，請見
諒；您是師傅，隨便超！情意綿綿型：人與
人近點，車與車遠點；愛我，就離我遠點！
誇張幽默型：女司機＋磨合＋頭一次＝女魔
頭；駕校除名，自學成才；您就當我是紅
燈。那天，夏梅跟我在微信上聊：

有沒有相中的？
有一個買的是寶馬，人長得也可以，就

是不願出貼即時貼的錢，還說算是買車贈送
的吧。

太摳了，不行。
還有一個，買的是大奔，出手倒是闊

綽。貼字一百元，他給非給五百。
他可能看上你了，人家不差錢。
即便他的錢是大風刮來的，過日子也要

精打細算啊。
是。
三條腿的蛤蟆不好找，兩條腿的男人滿

街跑。誰說不是。
一個月後，還真有一個小伙讓我動心

了。他中等個頭，皮膚黑黑的，屬於那種健
康膚色，買的車挺一般，就是那種十多萬的
「大眾」……總之，屬於一般，與我當然不
匹配。但是，他要的即時貼打動了我。他要
的內容是：我是一名醫生，如果有需要，請
截停我。

後來的事實證明，我選對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