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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州作《灵乌赋》 范仲淹耿直谏

建平

婺 源 布 鞋

毕新丁

畲情满船坑

琦玲

读两篇《 灵乌赋》 ，一为梅尧臣劝范仲淹少说为佳的劝

慰赋；一为范仲淹写于饶州告知梅尧臣他将“ 宁鸣而死，不

默而生”的回应赋。 颇有感触，引而思考。

范仲淹生性耿直， 看到朝政过失就要理直气壮地批

评。尤其是他连上四章论斥宰相吕夷简，将其培植党羽、任

用亲信以及一些无能要员晋升情况绘制成《 百官图》上呈

仁宗，被吕夷简蛊惑君主将他贬为饶州知州。 得知范仲淹

因“ 嘴硬”被贬，好友梅尧臣写了一篇《 灵乌赋》寄给范仲

淹，劝他不要像乌鸦那样报凶讯，希望他从此拴紧舌头，锁

住嘴唇，不要多事。 范仲淹立即回写同题《 灵乌赋》给梅尧

臣，斩钉截铁地表白：“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范仲淹《灵乌赋》，直言进谏

他对好友的劝慰表示感谢但绝不认同。 他说：“ 梅君圣

俞作是赋，曾不我鄙，而寄以为好。 因勉而和之，庶几感物

之意同归而殊涂矣。 ”范认为，梅所作《 灵乌赋》是因对我没

成见、不鄙视，因而劝慰我、提醒我，这是为我好，我感恩感

谢。我写这篇赋是作为回敬、作为应和，但我俩对灵乌有着

不同的看法和理解，他不认同梅君的好人主义态度，并斩

钉截铁地表达自已的心志是“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他对讲话含糊其辞十分厌恶和反感。 他说：“ 尔之为禽

兮，何不高翔而远翥？ 何为号呼于人兮，告吉凶而逢怒？ 方

将折尔翅而烹尔躯，徒悔焉而亡路”。 范仲淹认为：灵乌就

是一个飞禽，为什么对众人叫来叫去，告诉大家吉凶，却惹

人愤怒，进而把你的翅膀折断，把你烹煮？直到死才徒自后

悔？ 范仲淹思考过这些问题，但他认为，敢于直言，是官员

的职责所在，因此，他不同意梅君把讲真话当成是“ 吃力

不讨好”的事、愚蠢的事，也不同意梅君关于：多说些让大

家都能接受的话， 多做些让大家都暖心的聪明的事情，多

多地摆平关系，实在不行，多讲些含糊其辞的话总行吧，为

什么非得把君臣、同僚关系搞得如此之僵？范仲淹认为，这

一切的不同，归根到底是他们俩的“ 为政观”截然不同。

他认为报答皇上和朝廷，就要不忘初心。 此初心就是他

的“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说：“ 我有生兮，累

阴阳之含育；我有质兮，处天地之覆露。 长慈母之危巢，托主

人之佳树。 斤不我伐，弹不我仆。 母之鞠兮孔艰，主之仁兮则

安。 度春风兮，既成我以羽翰；眷庭柯兮，欲去君而盘桓。 ”范

仲淹认为：他这个灵乌有这副身体，是仰赖天地阴阳滋养。而

这副身体，来自于母亲艰辛的照顾和主人家的宽仁对待。 一

想起主人家的宽仁，就想对主人有所报答。在范看来，“ 思报

之意，厥声或异。警于未形，恐于未炽。知我者谓吉之先，不知

我者谓凶之类。故告之则反灾于身，不告之者则稔祸于人。主

恩或忘，我怀靡臧。虽死而告，为凶之防。”虽然我的叫声不好

听，但是能警示于无形，防范于未然，了解我的人说看到我会

带来好运，不了解我的说看到我会带来厄运。 但即便是因此

而死，我也要奔走呼告。用范仲淹斩钉截铁的话说，就是：“ 虽

死而告，为凶之防”。

“ 三个宁可”，就是他这只“ 灵乌”的执着信念。 他认为，

圆滑不可取，直言太应该：“ 故割而可卷，孰为神兵；焚而

可变，孰为英琼。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胡不学太仓之鼠兮，

何必仁为，丰食而肥。 仓苟竭兮，吾将安归？ 又不学荒城之

狐兮，何必义为，深穴而威。城苟圮兮，吾将畴依？宁骥子之

困于驰骛兮，驽骀泰于刍养。宁鹓鹐之饥于云霄兮，鸱鸢饫

乎草莽。 ”在范公看来：一旦切割东西就会卷刃的刀剑怎么

可以成为神兵利器？ 一旦被焚烧就会变化的石头，怎么可

以称作是宝玉？ 他宁可大声告诉世人并因此被误解而死，

也不能沉默偷生； 他宁可像千里马因一直到处奔驰而疲

累， 也不要像一匹被圈养安逸而变成废物的无用的马；他

宁可像鹓鹐鸟一样飞翔于云霄却为吃不饱发愁，也不要像

鸱鸢一样因为小利而只在草一样高的地方徘徊。 这“ 三个

宁可”，就是他这只“ 灵乌”的执着信念。

学鉴范仲淹，用好话语权

作为决策者

,

不要一味热衷于听赞歌

,

因为“ 反调”常

常是决策的另一面镜子。 范仲淹认为：“ 仓苟竭兮，吾将安

归？ ”听真话、讲真话是我们每个人特别是决策者不可或缺

的重要功课。而作为任何一名发言者，为了老百姓的利益，

为了国家长治久安，就得像范仲淹那样，该“ 嘴硬”时就要

硬起来，将个人荣辱置之度外，即使牺牲自己也无怨无悔。

要有敢言的担当，要有斗争的勇气，真正做到“ 宁鸣而

死，不默而生”。凡有一官半职的人，凡有发言权的人，都要

有敢于追求真理、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勇气，做到不唯上、

不唯书、只唯实，敢于把问题说出来，把缺点和错误摆上桌

来。 不能只在意自己的位子、帽子，唯恐说真话得罪人，是

非面前，明哲保身，习惯于做“ 传话筒”“ 收发室”，奉行“ 圆

滑”策略。

要有敢言的能力，即“ 思报之意，厥声或异。 警于未

形，恐于未炽”。 我们说敢言，绝不是说空话、大话、套话，

而应做到言之有理、言之有物、言之有据，这寄望于能力

水平。 只有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掌握全面的实际

情况 ，了解真实的社情民意 ，才能为领导决策提供科学

的依据 ；只有学好上情 、掌握下情 、了解实情 ，才能提出

真知灼见。

要有敢言的技巧，即“ 主恩或忘，我怀靡臧”。 为什么有

的批评让人乐于接受

,

有的批评让人火冒三丈？ 其中就有

个技巧问题、策略问题。 敢言既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对

于那些决策者而言还必须带头从谏如流、敢于直言，以批

评和自我批评的示范行动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打消自我批

评怕丢面子、批评上级怕穿小鞋、批评同级怕伤和气、批评

下级怕丢选票等思想顾虑。 只有领导干部带头说真话，带

头听真话，才能听得到真话。 因此，要遏制说假话的现象，

决策者必须带头从谏如流、敢于直言。

解决听真话、讲真话的问题，还要靠制度。 这个制度，

就是范公所说的“ 神兵利器”。 有了这个“ 神兵利器”，才能

形成从谏如流、敢于直言的风尚，才能遏制说假话、说奉承

话的现象，提高党和政府的公信力。 通过建立领导干部信

用档案、问责制、罢免制，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纠错改正

机制等，定期组织评议和强化监督惩戒，让那些惯于说假

话的人不敢说假话。当然，对任何一个发言者而言，也要讲

究艺术，重视策略，注意讲话的方式方法，使说出的话让人

听了不反感，还乐于接受。

婺源建县于唐代中期的开元二十八年（

740

年） ，建县后一直属于徽州（ 上溯属歙州、新安郡）管

辖。作为生活中的必需品———鞋，在婺源可以说是家

家会做。 无论是士农工商，还是乡野村夫，从婴儿到

成年再到“ 百年”，都有几双合脚的鞋，或草鞋、布鞋，

或缎履、革靴。

婺源传统布鞋，形成于农耕时代的文化背景，传

承于婺源女人的巧手， 是老徽州婺源邑内传统文化

中一个“ 不起眼”的重要组成部分。 婺源布鞋依附于

“ 婺源千层底”传统制作技艺，具有个性突出、特征明

显、文化内涵丰富等诸多特点。 清代光绪年间，婺源

县城的“ 布语堂”鞋庄，就有一副“ 诚心相待，家族共

兴布语；适足而行，助君平步青云”的店堂楹联，把布

语堂鞋庄的名声传播得很远。 清代婺人王廷桂有诗

云“ 五岭嵯峨齐太素，布袜芒鞋趁蹇步”，说明他所处

的时代，县人仍以芒茎外皮编织成的鞋为主。徽州管

辖时的婺源处于大山阻隔、 与外界联系不多的环境

之中，鞋祙服饰有“ 百年不变”之说。农人劳动时就穿

糯稻草打的草鞋，讲究一点的，草鞋上有葛筋、棕毛、

苎麻与旧布条。

婺源有一些“ 女红”巧手，常年给大户人家做布

鞋、绣花鞋以维持生计或行善事。 婺源的传说里，常

常有靠做鞋积德行善的故事，如理坑村、上汾水村的

“ 寡妇桥 ”、汪溪村的“ 桂福桥 ”，三十里冈的“ 七里

亭”， 都是靠老妪婆千锥万针纳出的布鞋积攒资金，

然后感动村人共同集资才建成的。 《 婺源县志》 、《 徽

州府志》的“ 烈女传”中，不乏这样的记载。而大量“ 徽

州女人”都按照老习惯，在男人的鞋底上纳上“ 回”

字，意为男人不论走多远都要记得回家，他们往往对

行商在外的夫君，以纳布鞋的苎麻线，拴住丈夫躁动

的心。

第一次工业革命后， 开始了以机器代替手工劳

动的时代。 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的

19

世纪中后期，

科学家发现了许多新工业原料，比如塑料，被英国人

用来造军鞋，使化学物质直接进入到日常生活中。清

政府在

1842

年底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

为通商口岸后，胶底鞋开始在中国军队中出现。此后

各种形式的胶底、胶面鞋逐渐在上海、广州等大都市

的上层社会中悄然流行。

1949

年

5

月

1

日婺源解放后，解放军二野地方

工作队在征集公粮支援前线的同时， 分配每户做一

双布军鞋的任务。任务规定：鞋底要厚，鞋面要牢，重

约半斤，限期完成。 据统计，这次全县民众共捐献布

军鞋

3900

多双。 婺源布鞋，为取得解放战争的最后

胜利，立下了功劳。

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人们审美角度发生变化，

不少年轻人说老布鞋不够时尚。另外，传统布鞋制作

对“ 女红”技艺要求高、费力且制作周期长等因素，使

传统布鞋制作技艺濒临失传。 作为曾经深刻影响婺

源人生活的布鞋，其制作技艺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

加以保护传承，已经刻不容缓。 尽管如此，布鞋制作

技艺在婺源从未断代， 民间做布鞋的老艺人还有不

少。

2021

年，婺源人民政府公布了布鞋制作技艺为

县级“ 非遗”项目，接着又公布了该项目的代表性传

承人。 如今，传统布鞋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用保

护，创新，重生的理念，采用中药纳底，鞋面入药的方

法，加入了养生本草绒粉或浸渍本草药汁，即使传统

布鞋更加传统， 适应今人追求高品位健康生活的态

度，又使布鞋制作技艺能永续利用，从而达到创新发

展、传承延续的目的。

婺源塔岭又称得胜岭 ，

古驿道始于溪头乡上溪头

村 ， 通至黄山市休宁县黄

茅村 ， 古驿道长

20

里 ，沿

路均为青石板铺就 。 因经

塔村 ，故名“ 塔岭 ”，里塔坑

村头旧有一亭塔 ， 地方人

称塔岭洞 ， 是婺源休宁两

邑的分界处古遗迹 、 界碑

还在 ， 北接新岭至休宁黄

茅，通往安徽屯溪。

里塔坑明末建村， 江姓

始居于塔岭下的小坑 （ 溪）

旁，继有邑内言坑毕姓迁入，

该村是婺源与休宁的分界

村。直婺源建县以来，属安徽

歙州、徽州管辖。

1934

年，立

了块赣皖分界碑， 为浙岭之

外的第二块界碑。

2013

年，笔者拍到了一

块“ 赣皖界碑”，时年放在水

池上洗衣服，” 正是塔岭界

碑 ，据了解 ，该碑刻有“ 赣

皖界碑 ”四个大字 ，右边并

列刻着“ 皖省政府移交委员

会、赣省政府移交委员会”，

还有当时交接双方：皖省政

府接收委员、赣省政府接收

委员的大名。 赣省大员是：

“ 王昭圣、谢尊喜、胡宝深”，

皖省二人已经字迹不清了，

共是五人名刻。 下刻有“ 勘

定”二字。 左边落款“ 民国二

十三年”（

1934

年） ，即婺源

首次划入江西管辖当年。 碑

刻中大小两个“ 赣”字，都有

人为磨损的痕迹，已不清晰，

应返赣后婺源人心不甘落，

要求回皖的历史见证。

上溪沿古道 前 行

3

华

里， 路旁石壁上有一天然的

“ 牛鼻”腾图之像 ，传说石壁

里面藏着一条金牛，需要百

岁的姑娘，米糠搓成的绳才

可以牵牛出来！ 这也是溪头

牛的来历之一。 前行五里处

有一路亭， 又称强盗亭，盖

因旧时有不二之徒在此打

劫过往客商。 五里亭前是一

古石拱桥 ，曰永安桥 ，以前

村人迎送家人外出务工经

商于此止步， 永安永安，祈

福村人平平安安之意也。 古

驿道沿途有白米下柜 、大

冲、百丈冲三处瀑布群。 最

为壮观的是百丈冲瀑布，它

与众不同， 因出水口小，大

水时可喷出

50

米远， 水成

了云雾，相当壮观。 驿道正

对 着 瀑 布 的 是 一 座 古

桥———云梯桥，云梯桥连着

的 就 是 塔 岭 最 险 的 地

段———“ 百丈冲岭”，石阶沿

山盘旋而上，外侧是悬崖峭

壁，让胆战心惊，据《 上溪村

局记》 记载，“ 百丈冲岭”的

路面和石栏杆为上溪村程

兆第和她七旬的母亲出资

修建，共安珠石柱

81

座，青

石板

81

块 ，共

35

丈 ，所有

路面皆请石匠平整以后铺

上石板，据说上溪蛟池寺庙

的僧人诚一， 募化几十年，

不断出资修复这段驿道，石

栏杆后被文革造反派当作

四旧破坏 ， 只留下十几米

了。 瀑布上游

3

华里处到达

里塔坑村，该村像住在船里

一样，水无出口。 传说夏禹

治水年代 ，劈石开河 ，水流

向“ 百丈冲”。

自古塔岭一条道 ，“ 有

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 ”，

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明朝

“ 正德”八年，休宁令唐勃利

用塔岭如此险峻地形在此伏

击“ 姚元洞军”全歼王浩八的

部队，由此塔岭又称得胜岭。

据说岳飞当年也是由此进出

婺源。

宋朝有一部笔记体的杂书《 东斋记事》 ，是北宋时期

范镇写的，所记内容涉及北宋典章制度、士人逸事，以及

蜀地风土人情等。 其中一段记述了一个小故事：北宋在山

西河曲火山县驻守了一支军队，承袭西汉的建制，取名火

山军。 某一天一位书吏梦里有神人告知，明年火山军有刘

某人考中状元。 但是在火山军举人中查找，并没有一个姓

刘的。 第二年，金榜题名的状元是江西铅山人刘煇，“ 煇”，

拆开来是“ 火”和“ 军”两个字，闹了一个误会。“ 煇”是简化

字“ 辉”的异体字，现在常写为“ 辉”。

乾隆八年《 铅山县志·卷一地輿·古迹》记载：“ 【 状元

笔】百里三状元：三十里至孤

(

沽

)

溪寨，初落宋状元刘煇；

三十里至土溪，中落元状元李谨斯；三十里至柴家埠，末

落明状元费宏。 ”文中“ 状元笔”被列为古迹，不明白此“ 古

迹”是实物还是传说。 不过这段话解释了铅山县自宋至明

朝百里之内，三位状元的简要介绍，他们是：现在陈坊乡

沽溪村北宋状元刘辉，葛仙山镇局里村元朝状元李谨斯，

河口镇柴家埠村明朝状元费宏。

乾隆八年《 铅山县志·卷六选举·会试》记载：“ 刘辉，

字之道，嘉祐四年（ 公元

1059

年）已亥状元，终宣德郎、著

作郎。 祀乡贤祠。 ”

乾隆八年 《 铅山县志·卷七人物·士行》 有刘辉的小

传：

“ 刘煇，初名几，字之道，邑之孤溪人。 嘉祐四年状元，

调河中节度判官。祖母不习风土，煇白府，解官侍养。诏移

建康。祖母卒，力请承重。府尹上其事，诏下礼官议，从之。

有宋以来，嫡孙有诸叔而承重者，自煇始。 尝买田以赡族

人之不能自食，又结庐以处远方之学者。 县改其里曰‘ 义

荣社’，榜其学曰‘ 义荣斋’。 其读书处曰‘ 清风峡’，今人称

为‘ 状元山’。 著有《 东归集》十卷。 ”

清人编的 《 江西通志·卷八十五·人物志》 记载：“ 刘

煇，字之道，铅山人。 嘉祐四年状元，调河中节度判官。 祖

母不习风土，煇白府解官侍养，诏移建康。 他日祖母卒，请

承重。 府尹上其事，诏下礼官议，从之。 有宋以来，适孙有

诸叔而承重者，自煇始。 归哀慕尽节，州闾称孝焉。 ”

“ 称孝”，这是关键词，刘辉状元及第，并不容易，尚未

宏图大展，即辞官丁忧，这是令人遗憾的。 但是在封建社

会，百善孝为先，刘辉所为，又是无可非议的。

《 渑水燕谈录》 就是北宋史料笔记中的代表性作

品。 在介绍刘辉的时候，写的比史志详细：“ 铅山刘煇 ，

嘉祐四年为天下第一 ，得大理评事 ，签书建康军判官 。

丧祖母，乞辞官，以嫡孙承重服 。 国朝有诸叔而嫡孙承

重服者，自煇始。 哀族人之不能为生者 ，买田数百亩以

养之。 四方从学者甚众，县大夫易其里曰美荣社 ，名其

馆曰义荣斋。 未终丧卒，士大夫惜之。 范文正、吴文肃皆

有志义田，及后登二府，方能成其志。 煇于初仕，家无余

资，能力为之，士君子尤以为难。 ”刘辉刚刚当官 ，家里

并不富裕，却能尽力而为，兴办义田赡养不能自食其力

的族人，而且建房兴学，安置四方求学学子。 这种善举，

是应该表彰的。

同治十年，《 铅山县志》 的编者在编辑刘辉事迹的时

候说了大实话：“ 之道大魁天下而名位不显，似难置诸‘ 名

臣’、‘ 宦业’之列。 惟以孙承重，关于古纯孝之则，立万世

人伦之极。 百行孝为先，其他皆精余耳。 故以冠诸孝友之

首。 ”这段话说得实事求是，尽管刘辉荣膺状元，但是在仕

途上地位不高，难以将其列在“ 名臣”和“ 宦业”的目录之

中，但是刘辉树立了以孝为先的最高榜样，所以将刘辉列

在“ 孝友”这一目录的首位。

刘辉第二次参加会试是嘉祐四年， 欧阳修为御试考

官，而刘辉正在庭上参加考试，欧阳修并不认识他。 欧阳

修厉言宣告：“ 除恶务本， 今必痛斥轻薄子， 以除文章之

害。 ”有一士人议论说：“ 皇上已经把欧公说的轻薄子召到

朝廷了。 ”欧公说：“ 吾已经找到刘几了。 ”于是罢黜了一个

欧公认为的刘几。 但是，欧公这次看走眼了，这位“ 刘几”

实际上是吴地人萧稷。 当时试题是“ 尧舜性仁论”，有篇文

章写道：“ 故得静而延年，独高五帝之寿；动而有勇，形为

四罪之诛。 ”欧公阅后大加称赏，擢拔为第一人。开卷后唱

名是“ 刘煇”，有认识他的人说：“ 刘辉就是刘几 ，他改名

了。 ”欧公愕然良久，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铅山县志》后续

记载：“ 自是场屋传诵，文体一变，议者既服。 欧公有力于

斯文，而又服之道能精敏于变云。 ”

欧阳修主持科举考试，完全是秉公办事的，不因为同

是江西老乡，而对刘辉稍有迁就；也不因刘辉曾经被自己

打压而有此成见，反而佩服刘辉能够改变文风。 从欧阳修

和刘辉的这两次“ 交集”，我们也可以从侧面了解刘辉在

金榜题名之前， 已经文章卓著， 连欧阳修对他也深入了

解。 如果刘辉在仕途上走得顺利，应该前途无量。 附带说

一句，刘辉状元及第之年，也正是苏轼第一次走出老家四

川那一年。 在这之后，苏轼、苏辙、曾巩都是欧阳修的门

生，成为“ 唐宋八大家”之一。

乾隆八年 《 铅山县志·卷十二·群贤堂赞》“ 状元刘公

赞”词是：文变于道，匪奇是务。《 性仁》一篇，首动明主。孝

义拔俗，名教有补。 清风与俱，凛凛千古！

《 铅山县志·卷一地輿·古迹》载：【 义荣斋 】宋状元刘

之道所居，与状元亭并半隐斋故址在天王寺。 邯乡贾逸祖

元放所建，属会稽陆游记之。

(

见艺文志

)

以上三处地名“ 状元亭”、“ 半隐斋”、“ 天王寺”现在均

不存在，遗址在何处？ 是否有案可稽、有据可考？

另外，乾隆八年《 铅山县志·卷一山川》所载：【 清风峡

读书岩】县（ 永平镇）北五里，天成一龛，仅可盘旋。 状元刘

煇读书其中。 【 状元山】县西五里有清风洞，宋刘煇读书

其中。 东即龙窟山，西有清风峡，空嵌崭岩，寒气逼人。 有

读书岩，天成石龛。 煇手朱书“ 奎（ 魁）星状元”四字于石岩

上，水洗之益鲜。 古藤数十丈，盘结左右，其下复汇津流为

双溪。

以上两处古迹现在何处？ 是否有遗址保存？ 无从查

勘，待大方之家指教。

五府山应该算去过次数

多的乡镇，而去五府山，船坑

则是必游之地。

“ 噼啪！ 噼啪”清脆的竹

节击打声 ， 带着强劲的韵

律，从村中心的凤凰广场传

来。一群身着畲族服装的孩

子们在广场跳起了竹竿舞，

蓝衣男孩蹲身拨动竹竿娴

熟的动作， 认真的模样，可

爱又帅气。竹竿间踩着节点

起舞的女孩，翻飞的红裙如

艳丽的彩蝶，蹁跹于青山绿

水间。

这些孩子就读于五府山

镇中心小学， 他们的大课间

操就是竹竿舞， 学校还按照

孩子不同的兴趣爱好分组，

有学手编的，学彩绘的等等。

望着这群孩子快乐的笑靥，

融融温馨像一股清润的山泉

汩汩直抵心窝。

赓续畲族文化， 发展特

色教育， 我在孩子们晶亮的

眼神里， 欣喜地看到了累累

硕果。

民宿畲家小院旁， 一座

被冠名“ 凤凰来仪”的廊桥横

跨于溪流之上， 几株杨柳扶

风，数只鹡鸰鸣啭。围着一张

老式八仙桌， 我们的晚餐就

在廊桥上进行。 一碗翡翠绿

的“ 柴豆腐”、一盘珍珠白的

“ 罐头笋” 诱得我们垂涎欲

滴， 色香味俱全的农家小炒

让我们大快朵颐。

听说晚上横溪河畔有篝

火晚会，我们决定留宿横溪。

记忆里的横溪，碧水淙淙，修

竹潺潺， 粉蝶翩翩， 萱草妍

妍，夜色静婉，晓风缠绵。 再

临横溪， 安静的小山村已经

哗然，霓虹闪烁，人群鼎沸。

溪水旁，一桌桌清补凉成排，

一架架烧烤成行。

KTV

的音

乐混杂着孩子们的雀跃划破

山村的寂寥，月色皎皎，星光

莹莹……

熊熊燃起的篝火旁，翩

然起舞的人们， 将城市的浮

躁缓缓淹没在这山水一色

间。顺着横溪往里走，便是中

华蜜蜂谷。 这里的蜂蜜中外

驰名， 也是老爸一品之后念

念不忘的香茗。

陈水林大叔从十三岁便

开始养蜂， 今年已经六十七

岁了。 半个世纪的养蜂经验

让他提起蜜蜂充满着深情。

陈叔说五府山的蜂蜜大多都

是百花蜜， 与其他地方单品

种的蜂蜜全然不同。 中华蜜

蜂不仅仅采花蜜， 所有新生

嫩芽都可以采蜜。

他还热情地为我们每个

人冲泡一杯蜂蜜水， 端起蜂

蜜水， 我便品到了一股淡淡

的烟草味。 陈叔立刻解释说

:

你的舌尖还真不是一般的灵

敏。因为这个是野生蜂蜜，在

收割的时候会用艾草轻熏蜂

桶， 所以带有一股浅浅的清

香。而且，这种蜂蜜的市场价

也要高于普通蜂蜜。

坐在陈叔带花园的院子

里， 看阳光穿过树梢洒向蜂

桶的斑驳光影。 一个个小木

屋式的蜂桶， 在忘忧草的橙

黄与步步高的粉紫中演绎着

童话。

塔岭古道界碑

汪稳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