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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姑娘中国当农民，酿了蜂蜜甜了爱情
文 / 图 金凤

香格里拉 , 被誉为最
后一块人间净土 , 美国双
胞胎姐妹沙莎和艾丽娅疯
狂地爱上了这片世外桃源。
她们千里迢迢来到这里 ,
定居下来养蜜蜂，当“中
国农民”。正如《神雕侠侣》
中的小龙女一样，有了蜜
蜂的指引，沙莎找到了生
命中的“杨过”，喝着蜂蜜，
品尝到了甜蜜的爱情。

美国姑娘爱上香格里拉
沙莎的父亲马励和·马利克

曾任联合国驻华协调代表，母亲卡
特尔·马利克多次随丈夫来到中
国。一次偶然的云南之行 , 母亲卡
特尔来到了香格里拉。踏上这片土
地的那一瞬间 , 她就被这里的美丽
深深震撼，爱上了这个地方。

2003 年 6 月，大学 毕业的沙
莎终于有机会来到中国。她和妹妹
艾丽娅迫不及待地踏上了去香格里
拉的旅程。

旅程结束，沙莎回到美国，进
入一家知名广告公司工作。跟母亲
一样，她忘不了香格里拉。

2008 年，沙莎和妹妹艾丽娅
决定放弃舒适的生活来香格里拉，
她们只有一个想法 , 为美丽的香格
里拉做点什么。姐妹俩的决定得到
了父母支持。

为考察当地的风土人情，找到
适合自己做的事，沙莎四处走访。
一次走访中，沙莎正在门外与主人
聊天，房门忽然推开，一个高大的
男子走了出来。他眼神深邃，皮肤
白皙，双目湛蓝。他友好地一笑 :“嗨，
我叫瑞简，你也是游客吗 ?”

在异国他乡看到一张西方面
孔，沙莎感到很亲切。交谈中得知，
瑞简也来自美国，在一家中美合资
公司工作，被派驻到北京，这次是
到香格里拉休假，想看看传说中的
世外桃源。

那一晚，草原上燃起了篝火，
游客和当地居民一起，围着篝火，
跳着当地的民族舞蹈。瑞简牵着沙
莎的手，随着人群旋转。他舞姿很

潇洒，引来无数人的目光。
两天后，瑞简假期结束，要回

北京了。离开前，他找到沙莎，送
给她一只可爱的木偶娃娃。他看着
沙莎的眼睛说 :“跟你在一起很开
心，你的笑容就像这只娃娃一样动
人。”沙莎接过礼物，害羞地低下
了头。

他乡创业遇艰难
在当地寻 找自己中意的项目

时，沙莎发现，当地有不少人养蜂。
香格里拉四季如春，像个大花园，
生活在这里的蜜蜂，采了百种花粉，
酿出来的蜜特别香甜。

经过深思熟虑，沙莎也决定
养蜂。每天跟鲜花打交道，跟蜜
蜂在一起，生活多美啊！她偷偷地
想，也许她还会和她最爱看的中国
武侠小说《神雕侠侣》中的小龙女
一样，因为蜜蜂的指引，找到生命
中的“杨过”呢。

沙莎把自己养蜜蜂的决定告诉
了家人，家人十分支持。然而真正
做起来，要比想像中困难多了，每
一步都走得很艰难，光是公司注册
就让她忙得焦头烂额。为积累养
蜂经验，她跑遍了周围的书店，却
没找到一本英文版的相关书籍。

一天晚上 , 沙莎疲惫地躺在床
上，手机忽然响了起来。她打开后，
看到了一串陌生的号码。沙莎疑惑
地按下接听键，电话那头传来熟
悉的声音 :“嗨，沙莎，我是瑞简。”
这声音仿佛带着阳光，顿时驱散了
沙莎心头的阴霾。

瑞简略带歉意地说 :“不好意
思，这么久才联系你，假期结束要

处理的工作比较多。你还好吗 ?”
沙莎说 :“我很好。对了，我找

到要做的事了。”沙莎兴高采烈地
向瑞简介绍了自己养蜂的打算。

瑞简连连夸赞 :“这个主意太
棒了，等酿出了蜂蜜，一定要让我
尝尝。”

沙莎叹了口气 :“但是我现在
遇到了困难。”她将心头的苦闷告
诉了瑞简 , 瑞简安慰她 :“别担心，
一切都会顺利的。”

几天后，快递员送来了一个包
裹，是瑞简寄来的。沙莎打开一看 ,
竟是许多养蜂方面的专业书籍和光
碟，沙莎如获至宝。她拨通了瑞简
的电话，电话那头传来瑞简一贯阳
光的笑声 :“我托朋友从美国寄来
的。”

带动当地人走致富路
靠着瑞简寄来的书，沙莎开始

自学起养蜂知识来。2009 年上半
年，沙莎在香格里拉办起了农场，
购置了上百个蜂箱。一个人忙不过
来，便让妹妹帮忙。为防止被蜜蜂
蜇了，姐妹俩戴着面纱和帽子。阳
光下，看着蜜蜂成群结队地出去采
蜜，晚上又成群结队地飞回来，蜂
箱里流出香甜的蜜，沙莎心里别提
多高兴了。

哪 知 好 景 不 长。2010 年 初，
一场大雨突至，有些蜜蜂飞远了，
找不到回家的路。大雨过后，温度
下降了好几度，不少蜜蜂冻死了，
上百个蜂箱损失了一大半蜜蜂。

这场灾难让沙莎所有的努力几
乎化为乌有。她在蜂箱旁守了一夜，
直到天微微亮时，远处升起一轮红

日，她心里的雾霾才被阳光驱散。
她觉得，一切还有希望。

一年之后，沙莎的蜜蜂农场初
具规模。她想，不少当地人养蜂，
但都是散户，酿出来的蜂蜜也没地
方销售，她就给出了比市场批发价
至 少高出 50% 的价格收 购过 来。
一个蜂箱，每年可以赚 500-1000
元。在沙莎的带动下，更多当地人
成为了蜂农。

养蜂挣了钱，沙莎在香格里
拉建了一个简易图书馆，免费为
当地人开放。很多孩子到这里来
读书。沙莎和妹妹空闲的时候就
陪孩子们看看书，教他们学习英
文。看着孩子们明亮的眼睛，沙
莎感到很快乐。

沙莎经常和瑞简通电话，瑞简
衷心赞叹 :“沙莎 , 你就像天使一样 ,
有世间最纯真善良的心灵。”

一天下午，沙莎来到图书馆。
平时，这个时候这里孩子最多 , 可
她打开房门，屋子里却空无一人。
正疑惑时，书柜后忽然传来了歌声
和拍手声，瑞简微笑着走出来，手
中还捧着蛋糕，在他的身后 , 孩子
们拍手唱着生日歌。

沙莎呆呆地站着。瑞简端着
蛋糕走到她的面前，笑着说 :“快
许个愿吧 !”沙莎这才想起来，今
天是自己的生日，她曾经无意中告
诉过瑞简，没想到他竟然记得，而
且千里迢迢地从北京来到香格里
拉为她庆祝生日。

看着惊讶的沙莎，瑞简咧开嘴
露出阳光般的笑容 :“生日快乐，我
的天使。”

很快，沙莎和瑞简恋爱了。

酿出甜蜜生活
沙莎的农场实施小规模原始

山区农民合作计划。为帮助农民
饲养出更加健壮的蜜蜂，沙莎和
妹妹从美国请来出身于养蜂世家
的卡特里娜 · 克莱特。在她的建
议下，当地养蜂人放弃传统的圆
桶式蜂箱，改用可以为蜜蜂提供
足够产卵和贮存蜂蜜空间的长方
形新式蜂箱。

这种有机养蜂的方式，充分
保证了蜂蜜的营养和健康。每次和
瑞简通电话，沙莎都会兴奋地汇报
养蜂的情况，瑞简提议 :“干脆把
你的事业发展到北京来，让更多的
人了解到有机蜂蜜的益处。”

经过考察，他们在北京郊区密

云建起了一个养蜂基地，除生产蜂
蜜，还请养蜂专家开设养蜂课程。
只需要一 个小小的阳台，就能在
家里养蜂，许多市民都很感兴趣。
瑞简帮助沙莎打理北京的农场，他
说 :“看着蜜蜂，我就能想起香格
里拉 , 想起你。”

学习设计的沙莎还亲自为农
场设计了一个商标图案，包含香格
里拉刺绣和唐卡绘画里的藏族花
卉纹饰等元素，极富特色。

随着农场规模的扩大，与沙
莎合作养蜂的农民也越来越多，
每年蜂蜜产量约 200-300 吨。除
北京、上海和香格里拉等主要销
售地区外，在国外也设有分销商。
此外，瑞简还请人帮沙莎注册了
淘宝店。

2013 年 3 月，沙莎和瑞简步入
了婚姻的殿堂。在美国办完结婚
手续之后，他们邀请各自的好友到
香格里拉游玩。在农场，闻着花香，
尝着香甜的蜂蜜，小伙伴们羡慕地
说 :“在天堂里酿蜂蜜谈恋爱，你
们是世界上最浪漫甜蜜的夫妻 !”

今年 1 月 11 日凌晨 1 时 27 分，
位于香格里拉县的独克宗古城发
生大火，半座古城被烧毁。听到消
息，沙莎当天就赶到事发现场。看
到满眼的残垣断壁，她蹲在地上
哭了。香格里拉对她来说，是一块
人间净土，现在这块净土有了一道
伤疤，她怎能不心痛。

2014 年春节过后，在北京和
丈夫短暂团聚了半个月，沙莎又飞
回香格里拉。香格里拉的春天快来
了，一年中最繁忙的采蜜季节又将
到来，她要亲自去蜂房采蜜，尝几
口香甜新鲜的蜂蜜。

目前，沙莎已有了自己的大
型农场和仓库以及蜜蜂养殖基地。
她说自己的愿望很简单，一辈子
与瑞简和蜜蜂在一起就行，她要
在香格里拉这片土地上，实现最
香甜的梦。

（本文严禁上网、转摘）

幸福的沙莎和瑞简。

色彩艳丽的宝石级刚玉家族
有一对孪生姐妹：蓝宝石和红宝
石。后者顾名思义地，颜色呈现
为红色。蓝宝石的颜色却丰富许
多，有无色、粉红色、黄色、绿色、
蓝色、褐色等，简言之，即蓝宝
石是除红色以外的各种颜色的宝
石级刚玉的总称。

蓝宝石最初在河床、山谷冲
积地带或坡积地带中被发现。研
究表明，蓝室石是在地球深部高
温条件下，结晶初期从氧化铝过
饱和的基性岩浆熔融体中形成。
形成过程中晶体内包含微量元素
铁和铝，让它呈现出晶莹剔透的
美丽颜色。

斯里兰卡蓝宝石的质量在全
世界首屈一指，宝石矿约占斯里兰
卡国土面积 25％。斯里兰卡的宝

石开采历史长达 1500 年，是全球
知名的高档宝石供应国，有“宝石
王国”、“印度洋上的明珠”之美称。

目前 被 纽 约自然 历史 博 物
馆 珍 藏 的 世 界最 大 蓝 宝石、 重
达 563 克拉的“印度之星”（Star 
ofIndia）就来自斯里兰卡。上世纪
80 年 代初，这 里 还出产 过一 颗
362 克拉的世界第三大蓝宝石“斯
里兰卡之星”，作为国宝，收藏在
科伦坡国家博物馆里。

近几年，斯里兰卡政府已经
对一些河流进行阶段管制，禁止
大型机械开采 , 随着近几年来的
连续开采和出口，斯里兰卡的宝
石资源也逐渐消耗，蓝宝石越发
受到市场看好。

今 年 5 月 15 日至 20 日， 由
湖南省人民政府与国土资源部共

同主办的第二届中国（长沙）国际
矿物宝石博览会，聚拢全球精品
矿物晶体和宝石资源，展呈一场
亿万年时空的约会，其中将呈现
不少斯里兰卡蓝宝石和其它种类
的彩色宝石。在国际大展，资源
国展商直接源头出售的底价更会
让您觉得惊喜不断！

此外，还将有知名设计师在博
览会期间为客人高端订制蓝宝石
珠宝。当世界上最独一无二斯里兰
卡蓝宝石经由手艺高超的设计师匠
心独制，繁复细致的工序、包镶工
艺与蓝宝石切工赋予了这些珠宝只
有手工制作方可造就的饱满感与
光泽度。细节承载着每件蓝宝石
珠宝的完美，绝妙的设计与佩戴者
的优雅气质完美合一，高级订制将
珠宝的华美绝伦演绎到极致。

你还在送金饰或钻石表达爱意吗？NO，
这已经太OUT了！现在最时尚前卫高端大气
的示爱物品是彩色宝石（简称彩宝）！

5月15日至 20日,由湖南省人民政府与
国土资源部共同主办的第二届中国（长沙）国
际矿物宝石博览会（以下简称博览会）在湖南
长沙举办。第二届博览会共设 2000 个国际
标准展位，展览面积达65000 平方米，展厅
一楼为矿物晶体、化石、陨石展区；二楼展
厅为宝石区，相比同类展会，二楼展厅整合了
全球顶级的宝石原石、半成品资源，既汇聚了
斯里兰卡蓝宝石、澳大利亚欧泊、坦桑尼亚
坦桑石、哥伦比亚祖母绿、巴西碧玺和缅甸
红宝石等彩色宝石，又积聚了具有中国传统
文化特色的两岸三地展商，还有美国宝石研
究院（GIA）的鉴定专家现场鉴宝，国内外的
专业机构提供高端珠宝订制服务，让你能选
购到心仪的彩色宝石，订制你的专属美丽。

斯里兰卡：蓝宝石之国

扫一扫 ,赢门票。

爱 TA，就送 TA 彩宝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