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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情诗笺

我只写一座小城的其中一条河流
更大范围的祖国，用于反三，作为外延

石砌的担水埠、洗衣埠青苔蔓延
自来水与洗衣机消解了诗意更消解了辛劳

翘角的宗祠、庙宇人来人往
民俗馆、新书屋、草药铺立足意料之外的地方

这令人惊叹的华堂不是祝语，依山傍水
在一条河流的两岸反复入镜

固执者抱憾于古石桥的寂寥破坏殆尽
欣喜者执着于繁密的新桥在河上结网

在水边蹲下，透过桥拱看远处高架上铁马飞驰
焕发新颜的世界并不仅限于此

一座小城的其中一条河流沿岸很小
更大范围的祖国是外延，适合见大

贴地飞行

马厩里棕色马有着硬长的鬃毛
木板床上的行客抬头看着屋顶和窗
南来北往的记忆不漏雨却漏风

如今阡陌已成坦途
茅舍三两家，在坚硬的庞然大物前黯然失色
黄花驿、宣风驿、爱直驿……
古诗里的驿站只留下空名

驿丞用褪色的黑布打好包袱，二两碎银裹在深处
穿过整个中国不再靠疾蹄颠簸
——行尽江南只半日，从此京沪可乘风
我遗憾于高铁替代驿马
更兴奋于疾风裹着旅行者贴地飞行

山村里的环卫工

早起集肥的人……
我终没能忍住这个短语：拾粪的人
多好！幼年的口头语现在已成绝版词

新风景与此稍有关联又相去甚远
屋檐下三色的塑料桶提醒日常生活
山村里的环卫工人驾三轮上早班

我追踪他皮带上廉价的挂腰音响和《渔舟唱晚》
将路灯未熄的柏油路细致清扫
顺便收集一家一户的垃圾转运到山外

幼时扫地须避开漏雨处的泥泞
厅堂里的泥巴地上小心避让鸡鸭粪
现在老母亲每天拖一次地，在光滑的地板上

长满野花野草的荒坡也种植整齐的花木
晒谷的坪地变身土生土长的花园
它们与山村里的环卫工人有类似的制服

我只写一座小城的
沿河所见

□□ 漆漆宇勤宇勤

豫章
随笔

小马说，让我试试吧。他下了河，
小心地趟了过去。原来，河水既不像
老牛说的那样浅，也没有松鼠说的那
么深……讲完《小马过河》，他问择远，
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儿子
说，做什么事都要尝试过了才清楚。这
时，窗外余晖渐渐褪去，暮色弥漫开来，
南浦大桥上的车流构成一幕流动的繁
华。又一日接近尾声，与往日不同，又
无甚不同。

此前，这个久远的故事以小学语文
课文的形式，尘封于他的童年记忆里。
他翻出它，缘于儿子对一堂篮球体验课
的反应。他满以为这个安排会让他雀
跃、兴奋，可是，儿子皱眉，嘟嘴，手掰紧
门框不出门，明显不乐意。到了教室门
口，还在用可怜巴巴的哭腔争取打退堂
鼓：爸爸，可不可以不去上课啊？他很
干脆地说着不行，硬起心肠把儿子拉到
了教练面前。

这堂课后，他同妻子有过一次小讨
论。妻子说，儿子才五岁，第一次在陌
生的环境里上课，要按照教练指令完成
各种动作，错了得挨批，重来，刚开始有
些不适甚至排斥，也算正常。别只说儿
子胆小，好比你吧，不管好坏，这一步走
出来了，到现在不还是各种怕？

他哑然，他以为他只是讲故事的
人，如何成了寓言里的小马？回想起
来，那匹小马的确让他走神了。那一
刻，华灯初上，霓虹闪烁，城市正呈现出
令人迷恋的色调，他的脑子里却不可避
免地又想起了八百多公里外的家乡小
城。在很多个周末，他一次次盘算着回
到她的身边。那些人和物，乡音和噪
音，一切都将按照原来熟稔的方式向他
热切地靠拢，令人心安。

说起来，他的前东家天生顶着一块
好招牌，又以传媒集团的名义，拥有了
日渐庞大的员工数量和产业，在红土地
上积累下不薄的声誉。这对一名粗通
文墨的离岗青年教师来说，无疑有着难
以抵挡的诱惑。因为一场糟糕的面试，
他刚刚错失了留在省城做公务员的机
会，委身于洪都北大道96号的一间办公

室里。重返家乡吃回头草还是继续漂
泊，这个问题始终如乌云一般，每日盘
旋于他头顶驱散不走。焦躁忧心中，风
儿不经意间就飘来了，落水的人捞到了
浮木，那家他神往已久的单位发出了招
考公告。报了名，等待考试，他一遍遍
在记录本上写下新单位的名称：××日
报，犹如思春的青年男女在心底默念对
方的名字，以为借此就可痴梦成真。事
实上，此时他仍未恋爱，但他至今认为，
这段甜蜜而焦灼的等待过程，炽热浓烈
足可媲美他对恋情的向往。终于，他看
到了面试考官脸上的笑，那不是敷衍的
表情。2003年7月23日，那个去新东家
报到的日子，他永远记住了。

后来，一个城郊农家女孩成了他的
妻子。作为三个子女中的老大，她憋足
了劲，想为家中挣得一些脸面，又因为
家境，不得不接受梦想不断被修改缩水
的事实。等到进了城，她脸上带着笑，
客气地跟身边的同事打招呼，闲时安静
地看手头的书。但一粒石子突然就丢
入池塘，惊扰到她。上级主管部门来人
问，刘老师，有同事反映你经常打麻将
赌博，有这回事吗，我们要核实。她错
愕，辩解，毕竟她此时连麻将牌都认不
全。最终，她躲过了这次子虚乌有的中
伤，事后想辨清暗箭从哪个角落射出，
终毫无头绪，沮丧作罢。

我要离开这个鬼地方。她对丈夫
说过这个话后，很快就找来了复习备考
的书，这与她面对盆里待洗衣服和厨房
抹布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她的优势
借此开始凸显放大，对那些枯燥冗长的
专业词条，她总是兴致盎然，方法得当，
像个耐心的妈妈，把怀中哭闹不听话的
儿女照料打扮得顺从可爱。她的丈夫
替她去司法局领法律职业资格证书，顺
便得知了妻子是全市年度最高分得主
的消息。

有了这次堪称神勇的经历的铺垫，
更大的野心从冬眠中被唤醒，她收到了
一所知名财经高校的全日制硕士研究
生录取通知书。她的丈夫为此犯了难，
不出意外，她将是班上年龄最大的学

生，两人生孩子的计划也得再次延后。
然后，以后呢？可是，一想到那支没来
由的冷箭，他立时就决定了。他骑上电
瓶车，到一个个办公室取得支持，打包
被褥衣服办理托运，陪妻子报名入学。
两年在铁轨上、电话中一日日飞快刷
去，儿子出世了。等到孩子稍大些，周
末，借着一张张车票，一家三口在异乡
共同度过短暂的两日时光。儿子随他，
慢热，羞于公开表达亲昵和不舍。在虹
桥高铁站的巨大穹顶下，他甚至忘了跟
妈妈道别，就急匆匆地催促爸爸进站，
快走啊，回家！他的妈妈在后面急切地
喊，昕宝，昕宝，跟妈妈说再见，没得到
回应。她的眼神黯淡下来，挥动的手无
力放下，转身拭泪，瘦瘦的背影汇入穿
梭的人流，不见了。

你到底来不来？我失眠越来越多，
都快抑郁了。很多个深夜，他的妻子打
来电话，直奔主题。他无法回答，沉默。
不觉间，他在这家单位待过了十几个年
头，听说或探访过太多窘迫的境遇，对体
制之外的种种风险始终抱有警惕之心。
每至年尾和开春，他一边浏览着那些天
南海北的春运新闻，一边为自己的无须
流浪奔波而感到庆幸。要他谋划离开体
制的庇护，无异于刨根拔树，重新移栽它
处，枯枝碎叶将掉落一地。他思量过自
己的难处，又隐隐觉得这是对妻子的不
公。这些两地分居的日日夜夜，他在家
乡小城熟悉的环境里，热闹多于独处，而
妻子那边的种种不易，无须细问也能想
象。两相比较，他明白，一句“辛苦了”根
本不足以抵消那些他未能亲见的心酸和
委屈。

那么，就去提吧。
他选择在这年的阳历年尾，说出了折

磨他已久的秘密，只因为担心拖至来年，
胆怯和不舍又将让他陷入循环往复的泥
沼之中无法起身。拿到那张盖有鲜红印
章的纸，他像一个不小心喝多的酒鬼，看
不真切眼前的字。在回程的夜行火车上，
他一遍遍翻看着柏瑞尔·马卡姆的《夜航
西飞》：如果你必须离开你曾经住过、爱
过、深埋着所有过往的地方，要尽你所能
决绝地离开，永远不要回头。不要相信过
去的时光才更好，它们已经消亡了。而未
来藏在迷雾之中，隔着距离，叫人胆怯。
但当你踏足其中，就会云开雾散……车厢
里，乘客三三两两在交谈，他们是外出包
活的工头，是已在异乡购房安家的超市小
老板，是去流水线做工的青年男女，他们
都是从乡土走向远方的出走者，唯一的庇
护从来都只来自自己的一双手。这么想
着，他睡着了，一路无梦。

出走者
□ 邓爱勇

一
清晨，从秀水湖畔拂来的湖风已有了

几分凉爽。挂在树上的竹编收蜂篓，样子
像放大的风铃，在风中轻轻地晃着。嗡嗡
嗡，一群群蜜蜂在木质的蜂箱前飞进飞
出。蜂农金秋冬像往常一样，在蜂场仔仔
细细地巡视着——关注每一箱蜜蜂的蜜
源植物，观察蜜蜂进蜜进粉情况，填写《巡
查日志》，成了他在蜂场一天日常工作的
开始。

70 后的金秋冬自称蜂农，实际上他
是百世蜂农蜂业专业合作社社长、婺源

“甜蜜产业”脱贫攻坚致富带头人。
这天一早，紧跟金秋冬到蜂场的是贫

困户方顺根，他带着锯子镰刀，锯竹、剖
篾，一丝不苟，争取赶在处暑把蜂场的篱
笆扎好。老方有一手篾匠的手艺，他在蜂
场做点工，一天有 180元的收入，差不多
要比其他参加割草、锄地的贫困户工资高
出一倍。

陆水龙、汪发丁、程长福……写在蜂
箱上的 17个名字，是珍珠山乡黄砂村建
档立卡的贫困户。本来，金秋冬想把这些
写了名字的蜂箱送到贫困户家中去养的，
问题是他们有的因病致贫，有的身患残
疾，有的年老体衰，大多丧失了劳动力。
他觉得，开展精准扶贫，主要是想方设法
让贫困户参与进来，一起携起手干，不等
不靠，先在精神上脱贫。像身患残疾的贫
困户汪志勇，一年在蜂场做工的工资就有
1万元左右。而这些写上名字的蜂箱，算
是贫困户在合作社的入股，1箱蜂每年所
产生的利润即是分到贫困户手中的红利，
他们已经开始在百世蜂农蜂业专业合作
社尝到了甜头。

二
与景德镇、乐平、德兴接壤的婺源县

珍珠山乡，林海茫茫，享有“婺西绿谷”美
誉。而处在秀水湖畔的黄砂村，风光旖
旎，2017 年跻身国家首批运动休闲特色
小镇行列。

苍翠的古树，蜿蜒的大岭古道，石拱
带廊的昌大古挢，生机盎然的国家级运动
休闲特色小镇，让我感受到了古老而又年

轻的黄砂村的变化。碧波荡漾的秀水湖，
姹紫嫣红的紫云英，奔涌的油菜花，还有
一年四季举办的多项体育赛事，成就了婺
源一方新兴的“打卡”地。

从珍珠山乡到黄砂村的大岭古道，好
比是一条连接线，直接把乡村与百世蜂场
串联了起来。蜂场镶嵌在大岭坞口，蜂箱
错落有序，两行竹篱笆随着大岭古道扎
起，疏密有致，带着弧线。蜂场的前方呢，
是荷塘、田园，以及白鹭飞舞的秀水湖湿
地。

金秋冬是土生土长的黄砂村人，上世
纪90年代初开始跟浙江的陆师傅学习养
殖意蜂（意大利蜜蜂）技术，一年又一年追
赶着花期，几乎跑遍了大江南北。曾经在
外地开过蜂蜜产品专卖店、蜂疗诊所的
他，听说家乡打造国家级运动休闲特色小
镇，就毅然放弃了在城市发展的机会，
2017年在黄砂村成立了百世蜂农蜂业专
业合作社，采用老式圆桶和活框式两种养
殖方法，专心致志养殖中蜂（中华蜜蜂），
让蜜蜂自然采蜜酿蜜。在他眼里，山上葱
茏的草木，四季更迭的花朵，都是很好的
生态养殖资源，坚信好的蜂蜜一定是原始
野生土蜂采自天然的百花蜜。况且，蜜蜂
在美化环境与维护自然生态平衡方面还
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合作社甫一成立，金秋冬就主动找到
村里、乡里的领导，要求与贫困户结对子，
开展精准扶贫。从当初的 5户，到 17户，
再到如今的 25户，不仅仅是户数发生的
变化，更是体现一位产业致富带头人的担
当与情怀。

随之发生变化的还有，百世蜂农蜂
业专业合作社养殖基地从大岭坞，扩展
到了周边的游山、吴源等地，养殖的中蜂
也由原来的 100箱，扩大到 470箱。在每
一个养殖基地，金秋冬派一名技术员专
门负责驻守和技术指导，自己往返巡查，
统筹调度。通过不懈的努力，合作社顺
利进入了“国家蜂产业技术体系南昌综
合实验站示范蜂场”“江西省科技特派团
富民强县工程基地”，并获评“中国优质
农产品 AAA 级诚信示范社”“全国基层
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补助项目”。

2019 年，金秋冬通过与中国农科院蜜蜂
研究所黄家兴博士团队合作，开展蜜蜂
油菜授粉实验，数据显示油菜单位面积
可以增产 35%以上。无疑，这是一项双
赢的合作，按 2019 年每箱产蜜 17.3 斤计
算，今年预计蜂蜜可以增产 20%以上。
也就是说，贫困户从合作社的入股分红
可以得到相应的增长。

金秋冬觉得，能够遵从自己内心去做
的事，就是快乐的事。

三
看金秋冬现场割蜜，不失为一种享

受，他戴着有面纱的防蜂帽，小心翼翼地
从蜂箱中揭开并提出“蜜脾”，即蜜蜂营造
酿蜜的蜜房，轻轻抖掉蜜脾上的蜜蜂，然
后才用“割蜜刀”把巢脾上封盖的蜂蜜割
下。往往，那蜜脾中流出的蜂蜜，是一如
胶状的液体，黏稠、透明，飘逸着一股淡淡
的清香。

在大岭坞蜂场釆访，好几次都被金秋
冬的手机振铃打断了，听回话多是蜂农咨
询养殖技术的，他不厌其烦，一一作答。
当聊起产业扶贫的时候，金秋冬的手机又
响了，是毗连的镇头镇一位老客户要买 5
斤蜂蜜，他只好让暑期在家休假的女儿去
送货了。

“自己的养殖基地做成功了，只是
个起步，迫在眉睫的是要让更多的蜂农
掌握养殖技术。”金秋冬如是说。去年
以来，他利用县蜜蜂养殖协会、县农业
广播电视学校等平台讲授养殖技术，先
后对大鄣山乡、溪头乡 200 多名蜂农进
行了培训，基地接待蜂农实地现场培训
人数 100 多人次，并与 30 箱以上的 50 多
名蜂农建立了协作关系，希望通过发展

“甜蜜产业”，带动更多的贫困户过上甜
蜜生活。倘若，我沿着一只只蜂箱去探
究，应会发现“甜蜜产业”一个个脱贫攻
坚的追梦人，还有无数像蜜蜂一样“勤
劳、奉献”的真实感人故事。在大岭坞
蜂场扎篱笆的贫困户方顺根，他也被金
秋冬带动了，已经放了 3 个蜂桶在山里
收集野蜂群。

四
中国婺源环秀水湖国际越野赛、中国

婺源逍遥峰山地自行车越野赛、江西省桥
牌等级赛、上饶市第三届气排球联赛……
2017 年以来，黄砂村接踵而至的各级各
类体育赛事，不仅提升了村庄环境与人居
环境，也催生了村庄的人气。虽然我没能
到比赛现场，但通过婺源县体育总会束永
良会长的介绍，依然可以想象“体育+旅
游”的火爆场景。尤其，上饶市首届农民
趣味运动会举办的车水抗旱、拔河、晒场
收谷、单手挤棍、稻田抓鱼、推媳妇回娘家
项目，应是更接地气，以及意趣横生吧。

而促进黄砂村，也就是运动休闲特色
小镇迅速兴起的，是体育场馆设施的配
套，以及体育赛事资源的调配。

这一切，金秋冬都看在眼里。他坦
言，自己是各类体育赛事的直接获益者，
每一场赛事都成了蜂蜜产品的展示平台，
随着对外交流的增多，朋友圈的不断扩
大，产品的销售也就水到渠成了。

在黄砂村开办民宿的汪彩眉，是金秋
冬在村里投放配置蜂蜜产品销售专柜的
10 户民宿之一，他反哺的红利是所销售
产品可以获取30%的利润。没承想，开民
宿的汪彩眉当年也是村里的贫困户，她家
的三层楼房是通过2万元扶贫贴息贷款，
加上政府扶持改造卫生间等款项 1.45万
元，才解决了民宿提升改造的启动资金问
题。按照她家 5个标准间与比赛期间运
动员住宿标准，赛事活动期间一天的营业
收入就可以达到千元以上。

在汪彩眉家堂前，我看到一面墙上挂
着整齐的体育竞技项目宣传画，另一面墙
上则是蜂巢形的木架上摆着蜂蜜产品，等
于说，她足不出户，就可以尝到“体育+旅
游”“旅游+生态”饭的甜头了。与汪彩眉
一样，许多村民在合力发展“一户一特、一
村一品”中，看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梦想正在成为现实。

金秋冬引以为豪的是，作为一名返
乡创业者，他成了这场脱贫攻坚战的参
与者和见证者。在他心目中，比蜂蜜更
甜的，莫过于村民能够脱贫致富，走上小
康路了。

（外二首）甜蜜的事甜蜜的事甜蜜的事
□□ 洪忠佩洪忠佩

韩剧里经常会有婆媳或者母女一起做泡菜的场
景。她们极其注重手的温度，非常用心地用手传递着
她们对白菜的情感和热爱。白菜在她们手的搓揉里，
慢慢调出了最好的味道。她们还会随手拿起一根，放
到嘴巴里小口尝。觉得自己把味道调成功了之后，立
即啧啧称赞，也会立马让旁边的人品尝。

她们有意无意会渲染一个观点：食物最终的味道，
是由人决定的，是和人对待食物的情感、投入的态度、
用心的程度息息相关的。如果这个人对待食物是珍
惜、热爱、敬畏……那他做出来的食物的味道也将是温
暖的，是所有人共同的味道——妈妈的味道、奶奶的味
道……是幸福的味道。

如果他对待食物的态度是粗糙的、恶劣的，那食物
也会不听话，会失去原本极好的味道。

你不得不承认，有些手工做出来的食物是真的有
手感和温度一说的。比如寿司，比如饺子，比如年糕，
等等。你也不得不承认，一家人一起用餐是极其有氛
围的。一家老小围在一起，品尝美食，既是我们人性中
对温暖食物的渴求，也是亲情逐渐浓厚的过程。

作家张晓风在文章《种种有情》的开篇写道：饺子
端上来的时候，我总是怔怔地望着那一个个透明饱满
的形体。北方人叫它“冒气的元宝”，其实它比冷硬的
元宝好多了，饺子自身是一个完美的世界，一张薄茧，
包覆着简单而又丰盈的美味。

我曾经迷恋过做饺子的另一个画面：把待蒸的饺
子一个一个码到一口大的平底锅里，像蒜瓣一样，整齐
排列，一圈一圈，铺排开去。码饺子的人表情通常是极
有耐心的，动作也很迅速，有条不紊，像在摆放一朵世
界上最美丽的花的花瓣。

《京城食谱首篇日式》里说，食物是最愿意与人分
享的事物，因为味道无法用语言描述，人与人的关系也
在每一顿饭之间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有一天，快下班时，公司老总有些突兀地出现在大
家面前。正好同事中有个孕妇在说自己贫血，身形瘦
小的老总似乎突然变了个人，无缝对接话题，开始滔滔
不绝：“红枣最补血，我老婆坐月子时吃了不少红枣，很

有效果。猪肝也可以。”
孕妇笑着说：“猪肝会有点腥，我不是很喜欢。”老

总挥手做了否定的姿势：“炒猪肝很考验厨艺，火候和
刀功一样都不能少。先要把猪肝切成薄片，用料酒、淀
粉腌制半个小时。炒的时候，大火爆炒片刻即可起
锅。最美味的猪肝是夹起一块，两边微微垂下，尝起来
鲜嫩爽滑，一点都没有腥味。”

那一刻，这个瘦小男人爆发出来的能量和温暖，刷
新了我对他的认识。我看到了严肃老总工作之外的另
一个形象——体贴好男人，会做菜，也许厨艺很不错，
心里居然开始佩服起来。

最近看了很多当下流行的吃播视频。那些主播中，
有帅气的小伙子，也有胖胖的姑娘，有职业女性，也有全
职太太。其中，最打动我的，居然是主播对待食物的态
度。她们大多有着好的性格、富有感染力的笑容。比如
四川姑娘秋妹，一出场总是真诚地笑着，用大多数人都
听得懂的四川方言播报，也总是把自己获取食材的渠道
拍摄进去——比如去市场买肉，或者来自邻居的馈赠。
有一次，她请了邻居教她做四川美食蛋丸子，做了一半，
邻居因为忙碌而走开，秋妹却将劳动果实的一半留给邻
居品尝。还有一位来自江西赣州的阿红，她和弟妹、婆
婆等一起生活，妯娌俩没有分家，一大家子的生活如此
温馨和谐。更何况，她能将美食融入我熟悉的农村生
活，淳朴的笑容背后，即便普通话有点生硬，我都觉得，
哇，原来农村的美食在她手里，也能呈现得这么生动，这
么有生活的温馨感。不得不说，他们一家人是幸福的，
而美食有时就是一个极好的纽带。我从小在农村长大，
却从心底羡慕阿红不光能驾驭这么多美食，还能第一时
间把做出来的美食，让婆婆、弟妹和侄子先品尝。

我也终于明白为什么，母亲总是愿意第一时间，把
自己做好的金黄的面饼、香喷喷的粽子……很大方地
分享给伯父一家，还有邻居家。原来这也是联络感情
的极好方式。

最好的味道里，是我们对食物的敬畏和用心，是我
们把每一种食物的作用都发挥到极致，是我们借食物
来传递人与人之间的爱和温暖。

最好的味道
□ 厉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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