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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源信息
桐琴厂房出租

1677，1500㎡13967913124

房屋出租
1782 民主小学旁空房出租
可做培训13566918206

下堰头厂房出租
1819，500㎡、1000㎡各
一幢。13908574758

厂房出租
1852 靠清溪方向，底层
2300㎡。13857955628

房屋转让
1860 永富南路幢房转让，
中兴广场店面转让。电
话：13819906288

厂房出租
1894 芝英路口 2000㎡。
13858929410

花川厂房出租
1895 花川工业区玉桂路
标准厂房8000㎡出租，车
间 6600㎡，办公 1400㎡，
可分割。15397578988

厂房转让
1899 西田畈高速出口，
占 地 23000 ㎡ ，建 筑
30000㎡。13566915668

花川厂房出租
1902，800㎡13305790189

厂房出租
1903花街330国道边上一
幢 2700㎡，一幢 4680㎡，
一 幢 2300 ㎡ ，交 通 便 。
13506598501，698501

厂房出租
1905 白云工业区云三路
一号300㎡底层出租。联
系电话：15888910648

旺族豪门套房出租
1906电话13605896949

声 明
1997 兹有柳前塘村民吕
国 恩 ，身 份 证 号 码 ：
330722197808034516，
在 2013 年经永康市人民
政府批准建房用地面积
100 平方米，许可证名称
为浙江省私人建房用地
许可证，许可证号为永土
私 字（2013）第 321 号 。
特此声明

芝英国土资源管理所
2018年10月10日

声 明
2025 陈柯炜、程琛夫妇
遗失孩子陈歆瑶 2013 年
11 月 9 日的出生医学证
明（正 页），出 生 证 号 ：
N330149817，声明作废。

欢迎刊登分类广告

浙江省巾帼文明岗
监督电话：87126426

记者手记 “甜蜜不甜蜜，还要看自己”
蜂蜜，总让人联想到甜蜜；而蜜

蜂，却总归让人感到些许畏惧。

第一次如此近距离接触这群小

生物，在庞大数量带来的畏惧感消

散后，竟然觉得它们有些可爱：嗡嗡

嗡地从洞里钻出来，白天采蜜，晚上

酿蜜，一点点地把花粉运回洞里，至

死都不曾休息，固执而坚强。于是

即便可爱，产出甜蜜过程中也不乏

有些辛酸。

饲养它们的这群人，被叫做“养

蜂人”，正如记者采访时看到的那

样，真正的养蜂人都是不怎么穿戴

护具的，是因为便于行动，更是源于

对“亲密无间”默契的自信。蜂与人

之间的默契，让这项“甜蜜”的工作

开展更加顺利，于是即便劳苦，辛酸

劳作中也溢出了甜蜜。

甜蜜中饱含辛酸，辛酸中溢出

甜蜜。相较于很多工作，养蜂是寂

寞而苦的，但是其中甜蜜，也只有蜂

农明白。就像郦佰有所说的，“甜蜜

不甜蜜，还要看自己。”

说起蜜蜂，很多人眼前就会浮现一个身穿护具，手拿蜂具的养蜂人形象，耳边也很有可能已经响起“嗡
嗡嗡”的蜂鸣声了⋯⋯在很多外行人看来，养蜂是种危险的职业：和成千上万的蜜蜂朝夕相处、野外扎营露
宿、挖浆取蜜、追逐花期⋯⋯真实的蜂农生活究竟是怎么样的？姐妹花记者专门走进龙山镇养蜂专业村下
贵村，探访“蜜蜂王国”的秘密！

□记者 胡锦

挖浆摇蜜刮蜂蜡，
养蜂人有“十八般武艺”

“这就是王浆框，每个台基里面
都有一只蜂王幼虫，对应的也有一些
蜂王浆。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虫
取出来，然后挖浆。”随着天气渐寒，
蜂蜜渐渐进入产销旺季，养蜂人陈攀
也开心地忙碌起来，前两天见面时，
他正在挖浆，说着还将王浆框拿到记
者面前，“我们要先把台基口上的蜂
蜡刮掉。”一边说着，陈攀一边用小尖
刀小心翼翼地将蜂蜡刮去。

看陈攀轻轻松松刮了两排，记
者立马迫不及待地想要试试。“动作
要再轻一些，前前后后，反复推刮
⋯⋯不对不对，力道要均衡⋯⋯”陈
攀的父亲陈望平是村里有名的养蜂
大师，有着 50 多年的养蜂经验，看
着记者笨拙的手脚，忍不住不停指
点。

刮重了，刀口容易伤害台基；刮
轻了，残余的蜂蜡又会影响蜂王浆
的纯净度。看似轻巧的一个动作，
却非得积累些手感和经验不可。而
这还只是挖浆的第一步。

接着，记者和养蜂农们一起用
镊子将台基中的蜂王幼虫取出来，
放到特定的容器中，这是挖浆的第
二步，也是最简单的一步，但开取30
秒之后，记者就感受到了与养蜂人
的差距：当记者取完一排台基抬头
看时，对面坐着的养蜂人已经快要
取完第三排了，简直不眨眼睛都看
不清其手势和动作。

取虫是为了挖浆。同样的挖浆
笔，同样的台基，蜂农们的手速令记
者叹服，再看看台基，余留的王浆也
是差距很大，“照你这个挖法，一天

的活至少要做三天。”但其实再过三
四天，蜂王幼虫就会吃掉大量的王
浆，王浆很有可能会“颗粒无收”。

所以养蜂人是“蜂口夺蜜”，必
须用最快速度获得优品质的蜂产
品，才能获得市场的青睐。

“摇蜜相对来说是最简单的活
了，将蜜脾放在摇蜜机中，依靠离心
力将蜜甩出来。”说着，记者动手开
始摇蜜，一边摇，一边就能看见连绵
的蜜丝被甩在筒壁上，可没过一会，
香甜的蜂蜜就引来了一阵阵蜜蜂，
在持续不断的嗡嗡声中，记者摇出
了第一杯蜂蜜，此时眼睛早已昏花，
在几十只蜜蜂萦绕下僵硬不敢动的
身体，也开始酸胀了。“正值花期的
时候，我们一天摇到晚也来不及。”
陈攀说。

养蜂如养儿，
没点耐心可不行

养蜂人的工作复杂，除了会“十
八般武艺”，还得有高于常人的耐心。

“这其中最考验人的，还要属移
虫。”即便陈攀给记者提前打了一剂
心理预防针，但真正看到眼前的蜂
巢和幼虫的时候，记者还是愣住了
——一面蜂巢壁大概有 2800 多个
蜂孔，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见的六边
形小孔，一个仅能容纳一只蜜蜂的
大小。

移虫，就是要从这近 3000 个小
孔中取出幼虫，然后完好无损地安
放在蜂王台基里，这原本就是件多
么令人晕眩的事情，更何况，此时的
幼虫还不如一根头发丝来的粗。“当
心！用力了会把幼虫伤到！”记者颤

颤巍巍地移了几次，要么就是连虫
都找不到，要么好不容易移好了，就
被师父“提醒”：“这只恐怕又是活不
成了。”

养蜂养蜂，其实就是培育蜜蜂，
在不同的时期控制好蜂群的数量：
花期到来之前让种群快速繁殖，以
便采蜜力量足够；在花期结束后将
蜂量控制在合适的范围内，以免消
耗过多的食物。

“其实蜜蜂也是不‘认得’我们
的，只是我们更懂得它们的习性，所
以不容易被蛰。”养了二十多年蜂的
蜂农郦佰有告诉记者，“可即便再熟
悉，养蜂人一次被蛰几十个包也是
家常便饭。”蜜蜂也会有“情绪崩溃”

的时候，例如遇上搬运蜂箱时，郦佰
有曾被一次蛰出上百个包。“被蛰多
了有抗体了，现在被蚊子咬还会起
包，被蜜蜂蛰只有个小红点。”

“所以一定要轻拿轻放，蜜蜂是
很有灵性的生物，如果不小心碰死
了族群中的一只，造成蜂群的慌乱，
很有可能被群起而攻之。”郦佰有
说，“蜜蜂也很爱干净，所以养蜂人
必须保证自身和环境的卫生，去迎
合它们的习性。”

说着，记者穿上护具，轻轻地拿
起一扇蜂脾，此时数千只蜜蜂正在
上面“酣睡”着，此时必须轻拿轻放，
或许一不小心，就会惊扰它们，引发
不必要的骚乱⋯⋯

与蜂为伴，逐花而居
天南地北安营扎寨的追梦者

说起追逐花期，郦佰有的脸上
先是露出了一副骄傲的神情。

“每年 3 月份左右，我就开着我
的货车，带着 100 多箱蜜蜂，一路向
北去，哪里有花，我们就到哪里，哪里
有花，我们就住哪里。”郦佰有掏出手
机向记者展示途中的北国风光。

“你知道一只蜂箱有多重吗？”
记者摇摇头，“村里养蜂的老人说，
2000 只蜜蜂大概有一斤重，一箱
大概有 80000 多只，加上蜂巢、蜂
蜜以及蜂箱本身的重量，一只可以
达到 80 多斤。”郦佰有指着照片告

诉记者，那一次我们带了 150 多只
蜂箱。

“但是天一亮，我们就要停下赶
路的脚步，因为蜜蜂会飞出来，这样
一边开一边飞，我们会损失很多蜜
蜂。”其实这才是养蜂工作真正危险
的地方，蜂农们常常为了赶路疲劳
驾驶，只为带着蜜蜂大军，赶在天亮
之前找到新的花田。

无论是山坡上，溪流边，还是丛
林里，只要有好花的地方，就会有他
们的身影。

“有时进了深山，连信号都没

有，只守着这群蜜蜂，过着原始人一
般的生活。”郦佰有和妻子最多曾在
毫无信号的深山中待了55天，“再好
看的风景也看腻了，那时真的感到
无 聊 又 寂 寞 ，所 以 你 说 甜 蜜 不 甜
蜜？”说着他脸
上的神情开始
有些落寞，他将
检查好的蜂箱
轻轻盖上，转过
身 对 记 者 说 ，

“甜蜜不甜蜜，
还要看自己。”

记者体验摇蜜

取虫

移虫

正值花期扎营露宿在野外

“蜂口夺蜜”养蜂人“甜蜜”背后不容易
姐妹花记者走进“蜜蜂王国”体验养蜂人的工作

9月27日，西城街道九铃西路丽琴理发

店、双飞路筱玲小吃店未按时报送流动人口

信息被警方处以100元罚款。

9月28日，古山镇浩山头村浩湖路永康

市环洲机械有限公司、永康市烨琦五金制品

厂未按时报送流动人口信息被警方处以100

元罚款。

市流动人口管理局温馨提示：根据《浙

江省流动人口居住登记条例》，用人单位在

录用或解聘流动人口员工时，应该在三天

之内报送流动人口录用或离职的信息。

9月30日，经济开发区子政路流动人口

杨某、张某未按规定办理居住登记被警方处

以50元罚款。

市流动人口管理局温馨提示：根据

《浙江省流动人口居住登记条例》，新到我

市居住三天以上的流动人口应在三天内主

动申报居住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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