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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得越长， 越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活过来
的。 不像年轻时候，凭着青春的冲动，有明
确的目标理想。 我要是个男孩子的话，年
轻时就来日本留学了，我的两个哥哥都曾
在日本留过学。 我的家庭是那种典型的中
国传统家族，信奉女子无才便是德。 我的
父亲就是家族里的‘天皇’，既宠我又要决
定我的一切，从穿衣吃饭到我的婚姻。 ”
菊香贞子小姐泯了一口茶，“这世上
的许多婚姻， 其实都是权贵化和物质化
的。 在男人们掌控的权力和财富面前，女
人们总是柔弱的。 ”又说：
“
因为我们女人，
还是好虚荣的。 ”
“你说得太对了。 虚荣让一个女人有
短暂的满足，却要她用一生去偿还。 ”蔺佩
瑶抚掌赞叹道。
“我的爷爷是战后第一次吉田茂内阁
的法务大臣。 我还是一个小女孩时，就知
道我的婚姻将和家族政治有关。 蔺太太
呢？ ”。 虽然菊香贞子小姐对邓子儒的印象
非常好，但她见到蔺佩瑶后，内心里也不
免闪过一丝惋惜：仅从外貌上看，他们不
般配。
一只小鸟降落在庭院的沙地上，又跳
到假山上，轻啜两口水，再跳到梅树枝上
打理了一下羽毛，然后才振翅飞走了。 蔺
佩瑶的目光一直追逐着它，小鸟飞出了视
线，她才不得不把收回目光，发现菊香贞
子小姐正用温婉的眼光等待她的回答。
“我的婚姻和战争有关。 ”她轻轻叹了
一口气。
历史进入二十一世纪，战争的风云早
已烟消云散，但战争的创伤依然在心头隐
隐作痛。 蔺佩瑶和菊香贞子在东京神谷町
一幢别墅的后庭里作了一次漫长的倾谈，
她们一个82岁，一个约50岁，看上去就像
一对聊着家常闲话的母女。 蔺佩瑶在向菊
香贞子讲诉自己在大轰炸年代的爱情时，
就像在回忆一部经典影片中的一些陈旧
片段，总能把最精彩的细节描述得栩栩如
生，却又把那些刻骨铭心的爱说得恬淡如
水，如同在讲别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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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婚姻和战争有关
我的婚礼是针对你们的敌对行为
吗？ 如果你们认为是，那么请你告诉我，
世界上还有谁的婚礼，是必须受到攻击
的。 我看到旁听席上的日本人都笑了。
邓先生都可以去当律师了。
蔺佩瑶说：
“
他本来就是学法律出身
的呢，学的是民法和商法，只是后来继承
家业去了。 ”
“邓先生在被问到战争时期有多少
家产时，回答说‘价值半个重庆。 ’蔺太
太，你们的损失到底有多大？ ”
菊香贞子坦率地告诉蔺佩瑶， 她想
写一本关于中国战争受害者的书，希望
能得到蔺佩瑶的帮助，因为经过这几天
的交流接触，她认为，一个中国女性在战
争年代的一生，包括她的爱情，足以反映
出战争给人类带来的悲剧：
“蔺太太，你的身世总是让我着迷。”
蔺佩瑶说：
“
我的身世有时也让我搞
不清自己到底是哪一类人。 人一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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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不得已的
“分手”
拜见未来丈母娘之前， 我尝试着做
预热：试着加她的QQ，但始终未蒙“开
恩”通过。 后来，为了被她接受，我一个人
一次一次跑去聊天献殷勤。 我没有怨言，
因为爱莹颖，这一切努力都无比值得。
丈母娘的担忧永远是实在而普世
的，选我是莹颖有勇气的决定。 莹颖多
才多艺，学生时代一直是文艺骨干和学
生干部，长大后又出落成美丽的遵义形
象代表，还考入名校读经济学……
她太好，有太多的选择。
而我，那时只是个金牌加身却没有
多少经济实力的拳击国手而已。 我们的
爱情仍然如火如荼，除了接受丈母娘的
质疑，不断遭遇的还有时空的考验。 电
话、手机、QQ，我们在虚拟的空间传达
彼此的爱意。
然而，一个是忙于备战北京奥运会
的拳击国手，一个是在毕业季忙着找工
作的大学生。 彼此的真实状况，各自的

紧张与焦虑， 虚拟空间能够传达的不及冰
山一角。爱意、担忧，夹杂着误解，让我们甚
分手”。
至相约在一个地点宣布“
一次非常浪漫的分手？ 不是唯美伤感
的韩剧，而是郑重其事的闹剧。
那一整个月的工资都变成了我为她燃
放的烟火，飞上天空，炸出绚烂的火花，我
们在郊外的空地上相顾无言。 然后烟花熄
灭了，变成一地的碎纸和漫天的硫黄味。
再见了，莹颖，今后多珍重。 ”我和她
“
彼此转过身走向相反的方向。 恍惚间没有
看清路面，一不小心跌进了路边的泥坑里。
转身望向她， 却发现她也不小心跌在
了地上，我连忙跑去将她扶起来。我们又一
次紧紧拥抱在一起。 我们再也别分开了好
不好？ 她说。
仪式感十足的分手，其实是我们换个方
式表达彼此的在乎，表达彼此对于相守的渴
望。 但是，最不得已的
“
分手”还是来临了。
那是在2007年夏天备战奥运会的时
候。 整个拳击队唯一的夺金希望全部寄托
在了我的肩上。
“
你要背水一战。你要先把心性稳定下
来， 不能让任何外界的事情干扰你的状
态。 ”领导和教练这样对我说，“尤其是，不
能让儿女情长的事影响你的发挥。 ”
我能怎么办？
“我会主动告诉莹颖说这半年先暂时
不联系。 我理解国家对我的期望。 ”
金牌更重要，国家的荣誉更重要，我只
能这样回答他们。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
朝朝暮暮。
我在QQ上给莹颖留言，告诉她我们得
断绝联系，暂时“分手”半年，还把QQ签名
改成了“习惯了一个人走，一个人唱，一个
人面对”。
从前， 每次用电脑打开QQ的时候，都
有一份甜蜜的期待在， 期待莹颖的头像跳
出来。 只有这次，刚改掉签名，我就好像做
了什么亏心事一般忙不迭地关上了电脑。
我不敢面对她的回应， 无论那是伤心、拒
绝，还是质问。

北京知蜂堂 18 周年庆典特大酬宾

心怀良知做行业高端精品 上市 18 年严控产品品质 拥护食品药品服用安全
知蜂堂 18 周年庆典精彩不断，2017 年 7 月 10 日 -30 日限时酬宾：凡参加本次活动会员双倍活动积分，会员到店可用积分 30
分加 9 元可换购燕麦片一袋，用 50 分加 19 元换购燕麦胚芽米一盒。 内蒙古高原燕麦胚芽米、燕麦片、蜂蜜、花粉、氨糖、叶黄素、乳
钙、植物产品等同步酬宾，更多优惠请进店咨询。 027-83615008

【

】

“
良心选良材、美誉给精品”
知蜂堂青藏高原蜂王浆

知蜂堂蜂胶

特大酬宾

20 盒送 7 盒 老会员再送燕麦胚芽米 3 盒；
2、买 15 盒送 5 盒再送价值 238 元茶甄 1 瓶，老会员再送燕麦胚芽米 2 盒；
3、买 12 盒送 4 盒 老会员再送燕麦片 2 袋；
4、买 10 盒送 3 盒 老会员再送燕麦片 2 袋；
5、买 6 盒送 1 盒 老会员再送胚芽米 1 盒。
1、买

知蜂堂高活性蜂王浆高品质靠什么？

高品质靠三大保障 !!!
保障一、无污染：穿越祁连山麓群峰，巍
峨起伏的达坂山，来到知蜂堂青藏高原王浆
的原料基地。 这片净土上，没有工业污染，蜜
蜂与国家保护的珍贵动物青鹿、马鹿、雪豹、
天鹅、雪鸡相依相存。 这里出产的蜂王浆，纯
正、稀有、无污染，天然活性因子成分极高。
保障二、特定的地理环境：知蜂堂王浆基
地， 位于北纬:37.5°~38°， 东经: 102°
~102.5°，海拔高达 2388-5254 米 ， 是 闻 名
于世“38 度黄金物产带” 的青藏高原腹地。
这里全年日照 2264.8—2739.8 小时，昼夜温
差多达 11.6--17.5℃，而且春季多雪，在雪
山银峰映照下，赋予了知蜂堂蜂王浆，高白
蛋白、高球蛋白、高活性，丰富的高活性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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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物质。
保障三、抢取时间加专利技术：优质高
品质的知蜂堂高活性蜂王浆是从幼虫口中抢
出来的。
知蜂堂人发现，如果按照传统单纯为提高
蜂浆产量的
“
72 小时移虫取浆法”，蜂王浆中的
营养成分被幼虫吸收掉 70％。 为此，知蜂堂坚
持
“
24 小时”快速移虫，30 分钟快速取浆，此技
术会影响王浆的产量，但保证了产品品质。

为什么买蜂胶民众就认知蜂堂
①一物多效：在市场上我们经常见到
的产品基本上都是一项或两项功效，而
知蜂堂蜂胶是国家食品药品管理局给
予，调节血糖、免疫调节、调节血脂三项
功效，一物多效实属难得产品。
②时间的见证：1999 年知蜂堂与国
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合作，至今
已有 １８ 个年头，经国家权威部门的检测，
知蜂堂产品质量过硬，知蜂堂靠的是：企
业的良心、企业的诚信、企业对产品 15 道
苛刻的检测关，靠的是：企业对产品品质
精品的追求。
③专利科技技术保证品质：就单一品
而言， 知蜂堂蜂胶的提取方法、 提纯方
法、专业设备就都获得“国家专利”。 其独
特的专利技术不仅可使蜂胶中的 300 多
种有益成分最大限度地保留，而且会使分
子变得更小更易被人体吸收，因而产品的
品质及功效得到大幅度的提升。
④专利技术及巨资设备，保障民生服用

安全：我国蜂胶原料年产量只有 300 多吨，
销售竞达 1000 多吨，这就说明市场上一半以
上都是假蜂胶，而且此类假蜂胶真假难辨。
为了不损知蜂堂这块金子招牌，知蜂堂
不仅斥巨资购入液相气相检测分析仪严把
质量关。 同时经过研发人员不断地探索，知
蜂堂鉴别蜂胶真假的方法再次获得
“
国家专
利”，完全保障民众服用蜂胶的安全。
⑤民众与权威部门的认可： 俗话说
“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北京知蜂堂
从 18 年前一个人的认识， 一个家庭的认
知，再到今天被全社会肯定信任。
今天知蜂堂能成为国家首批“十二
五”试点创新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国家蜂胶标准制定参与者。今天的知蜂堂
创新不断突破， 拥有专利技术就有 7 大
项，这满满荣誉，这丰硕的成果，能有多少
人知晓，在这 18 年间，知蜂堂人为了提高
产品效果，让民众吃上真蜂胶、好蜂胶，付
出多少艰辛的努力。

活动热线：027-83615008
金叶店:解放大道仁寿路金叶国际一楼（63 中对面）
六渡桥店:中山大道六渡桥新世界珠宝旁，库码服装城对面
唐家墩店:发展大道 283 号地铁 B 出口顶琇晶城一楼新东方学校隔壁
二七店:二七路航天双城东部购物公园入口处
汉阳店:汉阳十里铺地铁口 c 出口，十里华府一楼，农行旁边
青山店:友谊大道与建一南路交叉路口 120 街南门，王府井酒店对面

解放路店:省人民医院斜对面，解放路 175-4 号（七天酒店对面）
大东门店:大东门铁桥旁，武珞路大东门车站前行 50 米
洪山店:洪山广场地铁 B 出口科教大厦 c 座 304 室
黄陂店:板桥大道 44 号（中医院斜对面）
蔡甸店:金三角工商银行右侧文正街 83 号跃进桥菜场附近
江夏店:熊廷弼街 96 附 10 号（花之都家具城旁，请认准知蜂堂门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