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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大锅饭”，庙会中
的特色小吃还有很多种，填补
着“大席”的不足。记者看到，
濮阳名吃壮馍、凉皮、丸子汤等
特色美食也在路旁摆放，让前
来赶庙会的人大饱口福。

前来赶庙会的王女士，专
程带着家人从市区赶来。“早就
听说这个庙会，只是一直没有
机会过来。看到大家同吃一锅
饭，不禁想起了每年春节前，家
族预订十几桌聚餐的情景，让
我深深感受到亲情与乡情。”

食客孙先生说：“庙会上的
饭菜吃着就是香，还有一种淡
淡的柴火味儿。这吃的是味
道，更是一种回忆。”

“不仅赶庙会，还要坐庙
会，俗称‘坐会’，也就是在庙
会上吃午饭。虽然这种习俗
已流传了千百年，但在兵荒马
乱、自然灾害的年代里时断时
续，只有在如今社会稳定、人
们丰衣足食的好年景里才得
以越办越红火。”一位游客由
衷地感慨道。

□记者 房琳 闾斌

本报三门峡讯 报道刊发
后，迅速引起各大媒体转发，并
在当地引起强烈反响。不少网
友表示看完后“泪目”，称赞王
天军为“最美灵宝人”。“这才是
灵宝人！平凡透着伟大！陪伴
是最大的孝！”网友“黄冰”说。

3月5日，阿里巴巴天天正
能量联合大河报决定授予王天
军荣誉证书并奖励5000元正能
量奖金。同时，灵宝市委宣传
部、灵宝市文明办也决定奖励其
3000元，表彰王天军的孝心。

“真心为他的孝道点赞！”阿
里巴巴天天正能量相关负责人
告诉大河报记者，孝不只嘴上

说说、朋友圈里转转，更应付诸
行动，“希望这个奖励，能够唤
醒世间更多‘孝’的实际行动。”

当天，大河报记者也第一
时间将获奖喜讯告诉王天军。

“没想到一件平常的事，能引发
这么大关注，其实都是作为儿
子应该做的。”王天军说。

“天天正能量”是阿里巴
巴联合大河报在内的全国100
多家主流媒体共同发起的大型
公益项目，旨在传递正能量，弘
扬真善美。自2013年天天正
能量项目成立至今，已累计投
入公益金4000多万元，河南省
已有78个正能量案例，经过大
河报报道后获得天天正能量
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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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元“大席”吃的是跨年大喜
提前一年交10元 数千人同锅吃大餐 瑕邱庙会这一习俗已有数百年

□记者 谷武民 赵振恒 文图

核心提示 | 听大戏，看古迹，吃大席，敬一炷香，放一挂炮，这是众多赶会者的愿望……3月5日，农
历正月十八，一年一度的瑕邱古庙会在濮阳县五星乡后堌堆村拉开了大幕。千人同吃一锅饭的习俗和
盛况，使得瑕邱庙会与河南的伏羲太昊陵庙会、灵宝轩辕台庙会并称中原三大古庙会，千百年来久盛不
衰。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的大席您要提前一年支付10元钱才吃得上。

千人同吃一锅饭，
已经流传数百年

3月5日上午9点，大河报
记者赶到濮阳县五星乡后堌
堆村时，现场已是人山人海。
放眼望去，人流熙熙攘攘。听
大戏，看古迹，吃大席，敬炷
香，放挂炮，这是记者听到的
众多赶会者的愿望。

相传，农历正月十八为舜
帝的生日，每年这个时候无论
天气如何，无论路途远近，河
南濮阳及周边地区的数万群
众都要云集在濮阳县五星乡
后堌堆村的负夏旧址（又名瑕
邱），祭奠中华人文始祖。负
夏也因此发展出了中原地带
的传统民俗活动——庙会。

记者看到，庙会上的商品
货样齐全，平时市面上少见的
小商品琳琅满目。当天，还是
濮阳县五星乡第六届孝道文
化节暨道德模范颁奖的现
场。秧歌、划旱船等群众娱乐
团体的表演不时博得观众的
阵阵掌声。

记者注意到，每年的庙
会，最震撼的当数“千人同吃
一锅饭”。据了解，由于每年
都会有上万名群众从周边齐
聚庙会，为了让赶会的群众吃
上可口的饭菜，六口直径超过
一米的大锅支在院落中央的
空地上，厨师们用大铲翻炒着
美味的菜肴，空气中到处都飘
荡着香味。

全村总动员，盛况的背后是朴实的付出

瑕邱庙会的“大席”习俗已
流传数百年，来历无从考证。
一位村民告诉记者：“既然都是
舜帝之后，来此祭祖的都是自
家人，村民们就自发地安排，让
来赶会的人焚香祭祖后，能吃
到一顿丰盛的饭菜。”

后堌堆村村民朱纪海介
绍，后堌堆村从农历正月十二
就开始准备庙会了。他说：“我
从1983年接手这一摊儿，已经
干了30多年了。虽然每年的
饭菜都会赔钱，但为了把这个
传统传承下去，我们一直都在
坚持着。”

据了解，后堌堆的“大席”是
“流水席”，赶庙会的人，提前1年

交10元可入席，凑够八个人，坐
上一桌就可以开席，饭菜有着农
村红白喜事的丰盛和实在。

后堌堆村村委会主任朱建
波介绍，300多人为主体服务阵
容，加上外围帮忙的达600多
人。有了这些辛苦和付出，才
有了庙会上壮观的“大席”场
景。一溜排开近百张桌子，一
次就能容纳近千人就餐。

随到随吃的“流水席”，赶
会的人有早有晚，吃饭的点不
统一，最早的一席从当日8时开
始，截至当日11时，已经有超过
350桌酒菜被前来参会的人员
吃掉了。所以才有了“数千人
同吃一锅饭”的盛况。

《灵宝男“背母看社火”成网红》后续报道

阿里天天正能量
奖励王天军5000元

根据《关于开展新闻记者证2017年核验工作的通知》和
《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大河报社下列人员均在
新闻采编岗位上工作，符合记者证发放的条件。现按照河南
省新闻出版广电局的要求，予以公示。

记者证注销人员名单

以下人员因退休、工作变动、辞职等注销其记者证。

公示

盛况 筹备

流传的是庙会，记住的是乡情声音

数千人同吃一锅饭

师傅们正在加紧做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