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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古老的纺织艺术!!!

棚口 " 日前在渑池县天池镇再

现#

棚口又称棚门"是民间布扎

工艺的集成"其图案繁多"色彩绚

丽"工序复杂"流行于渑池县东天

池村一带#

古老的东天池村"历史上建

有很多寺庙# 逢年过节"村里人

有将庙神请回村里的习惯 "把

神安置在有彩门的棚内 " 进香

上供 # 后来为了与邻村争夺庙

会 " 该村就将春节期间各家请

神的带彩门的棚集中起来 "并

吸收各家之长 "统一设计 "建成

一座十分壮观形似城楼的大彩

门 "吸引四乡村民来观赏 "这种

大型彩门组合就叫 $棚

口 %# 棚口形状模仿古

城楼构思 " 中轴对称 "

整体造型分主楼和两翼

墙两部分# 传统的布扎

棚口"规模有十三扇&十

七扇组成之说# 棚口上

用布扎成的动物图案和

人物造型丰富多彩 &栩

栩如生# 动物图案多为

和平鸽&长颈鹤&二龙戏

珠&孔雀开屏等"人物图

案多以戏曲 '劈山救

母(&'断桥(&'三对面(中的人物

居多# 棚口所用的布料一般由村

里的农户自愿提供"事毕布料仍

物归原主#

为拯救这一古老的民间艺

术 "使其世代相传 "渑池县文化

局投入大量人力和物力 " 利用

农闲时间将年逾古稀的老艺人

组织起来 " 用一个多月的时间

扎出了一个完整的棚口# 日前"

这个由天池镇东天池村
!"

名民

间艺人精心制作的传统民间艺

术!!!棚口)见图 *"用布
!#$

万

尺"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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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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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构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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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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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目前"这个规

模宏大的棚口已被渑池县文化

馆收藏#

在镇平县老庄镇东北部"说起苏芳超"乡亲们没有不知道的"他

是从山里走出去的大学生"曾是尽人皆知的大才子"如今是该县远近

闻名的种养大户# 去年承包了
!"

亩地种植花生&棉花&玉米"从选种

到出售"苏芳超都是非常细心地运作"最后略赚了一笔"花生收入
#

万多元"玉米收入
!

万元# 小试牛刀后"他和妻子今年扩大了种植规

模"种了
$$%

亩地"主要种玉米"种子是从专业公司购进的"加上地处

丘陵地带"排水畅通"如今"他的玉米已经丰收在望了#

初秋时节"记者近距离接触了这对返乡务农的大学生夫妇#

走出校门!孔雀东南飞"

$&&'

年苏芳超从黄河科技学院毕业后"就和一位来自吉林的大

学同学喜结连理"妻子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谷雨# 俩人婚后生

活很甜蜜"十里八村的乡亲们也都羡慕这一对小夫妻# 结婚后"一心

想挣钱的苏芳超先后到过上海&温州"最后来到深圳"期望通过努力"

为家人和自己创造出幸福的生活#

像其他年轻人一样"苏芳超的工作积极性很高"由于其出色的表

现"很快在一家大型台资企业干到了中层领导岗位"积累了丰富的管

理经验# 但随着金融形势的不稳定"企业的效益不断下滑"终于在一

次金融浪潮中"企业破产了"他也失业了#虽然很多企业力邀其加盟"

并且给出优厚的待遇"但通过几年的拼搏和对社会的感悟"苏芳超觉

得"打工终归是给别人出力"人要立世"必须有自己的事业"他和妻子

决定回家乡干一番事业#

返乡回家扎根泥土

刚回到家的时候 " 一时找不到合适的项目 " 苏芳超卖过面

条 "推销过啤酒 "还从事过保险业 # 这期间 "他体会过成功的喜

悦 "同时也品尝过失败的苦酒 "世间百态已使他成熟了很多 "同

时也变得更坚毅和异常的果断 # 经过几年的摸索 "他发现 "只有

粮食不会贬值 "土地不会过期 "他决定扎根农村 "在土地里实现

自己的梦想 #

据苏芳超说"今年种的
(%

亩玉米"是一种新培育的玉米品种#

记者在田里看到"这种玉米长势很好"且防涝耐旱能力很强"今夏的

雨水比较多"田里都积满了水"别家的玉米不是没出来"就是成片地

被淹死了"而苏芳超家的玉米异常茁壮"根粗穗大"籽粒饱满# 苏芳

超对记者说"自从大块包地的事情被传开后"已有多家单位和企业来

找过他"有的劝他栽树苗"有的资助他种特色蔬菜"他权衡再三"觉得

玉米这几年的形势较好"再加上本地多丘陵"阳光照射条件优"排水

方便"适合玉米的生长"他决定种玉米#

当记者询问玉米的销路时"苏芳超扭头看了一眼妻子"高兴地

说+$以前也担心过销路问题"毕竟今年的产量很大"如不及时卖出"

可能就赔本了# 好在我试着联系了几家企业"谈的都差不多了"人家

愿意购进我的玉米"如果条件允许"可能会资助我扩大种植面积"定

点收购# 前几天"南阳市一家酒厂的负责人也来看过玉米的长势"所

以我不愁玉米卖不出去# %

颇有希望的!绿色养殖"之路

种地之余"他还在自家的后院搭了个草棚"修了猪舍"$兼职%当起

了$猪倌%# 去年养了
#)

头猪"仅小猪一项就赚了
!

万元"还兼顾圈养

了
(%

只鹅"此项的进账还清了以前的外债#尝到甜头的苏芳超和妻子

商量"要放开手脚大干一番# 如今"他们已有
#*

头母猪&

*"

头大猪&

("

多只猪崽# 苏芳超的妻子操着一口东北腔告诉记者+$现在肉价不稳

定"不敢轻易将猪卖出# 主要原因是现在养猪大多是喂精饲料&酒糟"

还有添加剂"人们怕吃了不健康"而我们的猪全部喂地里长的东西"配

着麸子"这样的猪长得壮"还不容易生病"尽管成本高"但不赔钱"人们

吃着还放心# 等过一阵子"我再买一些猪崽来养"按现在的形势来看"

今年肯定赚得多# %原来"他们还在坡地上种了
!"

亩大麦芽"这是一种

天然的猪饲料"用其养出来的猪绝对是绿色产品#

记者看到"在他隔壁的小院子里还放养了大约
+"""

只柴鸡"平

均每只有七八两重了# 看着记者佩服的神色" 苏芳超憨厚地笑道+

$养点鸡"卖俩钱"够孩子们的学费了# %

$若是能从县里领到返乡创业的贷款"我想再发展点其他项目# %

苏芳超憧憬地说# 望着他的脸"记者心里想"他肯定能干出个名堂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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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濮阳县郎中乡中心小学的常银
喜校长数十年如一日地在干好本职工作的同时! 不忘一个乡
村教师的社会责任!坚持做一个业余的$破烂王%!他带领他的
同行和一茬儿又一茬儿的学生坚持捡破烂资助贫困的适龄儿
童读书!一干就是

!"

多年&&

#$

%&'()*+,-./01

今年
6+

岁的濮阳县郎中乡中心小学校

长常银喜"

$&()

年高中毕业后做了一名民办

教师"从此"他一直在黄河滩区这块贫瘠的

土地上辛勤耕耘"在$教好每一个孩子%的同

时"$不丢下一个孩子%"积极开展爱心助学"

想方设法帮助滩区贫困失学孩子重返校园#

!不能丢下一个孩子"

$常彩霞&常国行姐弟俩的爸爸因病去

世"患有精神病的妈妈又突然走失"姐弟俩成

为孤儿"被迫辍学"经过救助重返校园-雷蕊

静同学的父母因病去世成为孤儿" 学校为她

免除一切费用让她继续上学- 常振瑶同学
*

岁时父母离异"后跟随年迈的祖母生活"失学

在家"

+%%)

年通过爱心助学重返校园..%

谈起这些经过他救助重返校园的贫困学生"

常银喜校长平淡地说+$这些孩子都渴望学

习知识" 但却因为家庭极度困难而面临辍

学"我作为他们的老师怎忍心眼睁睁地看着

他们离开学校断送大好前程呢/ 只要有我

在"就不能丢下一个孩子# %

自参加工作到位于黄河滩区的郎中乡

中心小学任教" 他就抱定了这样一个信念+

决不能丢下任何一个因贫困而失学的孩子#

那时候他手头也很紧"但他却从微薄的工资

中挤出一大部分来资助因贫困而失学的孩

子"让他们重新获得上学的机会"同时他还

针对贫困生制定了学校的$减&免&缓%制度"

并积极倡导学校的其他老师和学生为贫困

生捐献爱心# 那时候滩区群众生活普遍贫

穷"同学们都是穷苦孩子"他就号召学生利

用课余时间捡破烂"换来的钱用于资助学校

的贫困学生#

濮阳县是省级贫困县 " 郎中乡又是

县里七个沿黄贫困乡之一 " 因家庭贫困

而上不起学的学生很多 " 尤其是
+%%+

年

黄河水漫滩" 沿黄滩区水涝成灾" 郎中乡

中心小学因受灾而面临辍学的孩子达
!)

名# 当时的常银喜校长心里犯了愁" 因为

他清楚" 仅靠师生捐款和捡废品卖钱救助

不了如此多的孩子# 于是"他跑到县委$希

望工程% 办公室等单位求助" 但救助名额

有限 "后经媒体牵线搭桥 "与 $恩来爱心俱

乐部 %取得了联系 "于
+%%+

年秋天在学校

建立了 $恩来爱心助学基地 %"对黄河滩区

的贫困学生进行公益救助" 使大灾之年没

有一个孩子因贫困失学#

$恩来爱心助学基地 %后改为 $濮阳慈

善三月爱心社助学基地%"被乡亲们亲切地

称为 $雷锋社 %"而任助学基地组长的常银

喜校长则被乡亲们称为$爱心大使%# 通过

$雷锋社 %这个平台 "郎中乡中心小学及其

周边的黄河滩区小学的贫困状况被广为人

知" 越来越多热衷慈善的人士和机构伸出

援助之手"捐助衣服&书本&文具等# $雷锋

社% 与濮耐公司还一起为郎中乡中心小学

的孩子建起了全乡唯一一个电教室" 学生

们终于通过电脑看到了外面五彩绚丽的世

界-$雷锋社% 还将集中募集的几千册图书

送到学校"为孩子们建立了爱心图书室#

!我这个校长是个破烂大王"

发动学生捡废品并不算是新鲜事" 可贵

的是常校长坚持了下来" 并将这一活动制度

化#在郎中乡中心小学每个班级"都放着两个

编织袋"一个用来装瓶子"一个用来装废纸#

捡来的废品换钱后由班级自行管理" 主要用

于资助贫困学生#每个班级都有这样的$小金

库%" 高年级由班主任指定班干部管理费用"

而低年级则由老师代管#每到学期末"学校都

会对于勤工俭学和参加慈善助学的先进个人

和班集体进行表彰#

$大家都知道我是个小学校长" 其实我

是一个破烂大王# %作为一名小学校长"常银

喜对自己和学生捡废品一事并不觉得不光

彩# 常银喜校长每年都会到濮阳市或中原油

田基地跑数十次"油田基地有钱人家不要的

衣服&用不着的书籍&丢弃的文体用品"只要

是能用的"常校长都要"拉回来送给贫困生#

中原油田基地的很多职工都认识常校长"一

些有爱心的人也很乐意把自己家里多余的

衣物和孩子用过的课本及课外读物拿出来"

通过常校长捐给那些滩区的贫困孩子# 据学

校一位老教师讲"这些年"常校长从油田捡

回来的衣物加起来最少也有
+%

吨#

教给孩子一种好品德

黄河滩区老师的工资待遇都很低"但常银

喜给予人们的感动是巨大的"因为他们不是用

钱"而是用心在关爱自己的学生# 他们在自己

献一份爱心的同时"还将爱心桥梁架设在所有

具有爱心的人们心中#更重要的是常银喜校长

对贫困学生绝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多的

是通过德育让他们更优秀&心灵更健康"把爱

心助学打造成关心他人&互帮互助&爱心接力

的大课堂#

*%

多年来"常银喜已捐助贫困儿童

!'

名"其中"大部分是无依无靠的孤儿"目前

这些孩子有的已参加了工作"有的还在继续求

学#可这些孩子们深深地知道是常校长用一颗

爱心"成就了他们的求学梦想# 他们在获得救

助的同时也懂得了感恩"学会了回报#如今"好

几个常银喜校长曾经救助过的贫困学子现在

也加入了爱心助学的队伍之中#

$没有常校长的救助 "没有爱心社 "就

没有我的今天"我要用自己的行动证明"我

没有辜负常校长的殷切期望" 我是一个能

够为社会贡献自己绵薄之力的人, %在常校

长爱心救助下顺利完成学业并走上工作岗

位的常彩霞说#

现在国家推行义务教育阶段 $两免一

补%" 因家庭贫困而辍学的孩子基本没了"但

捡破烂助学在郎中乡中心小学仍坚持了下

来# 在
+%%'

年汶川大地震时"学校组织给灾

区捐款"除了学生们的零用钱"很多班级都将

卖废品的钱全部捐了出去# 常银喜校长说+

$主要是想通过捡废品这一活动传授给学生

一种勤俭节约的美德和一颗慈爱的心# %

本报记者 段宝生 通讯员 赵少辉

运行了
!*

年&立下汗马功劳的许昌至郸城小火车停运

了"它正式升级为准轨铁路#

听到这个消息的人" 都后悔没有抽空去体验一下小火

车独有的颠簸感"去感受一下那个逝去的时代特色#

许郸铁路兴建于
$&))

年"铁路轨距
()+

毫米"西起禹

州"经许昌市向东延伸到周口郸城"营运里程
+'%

多公里"

是我国运营里程最长的一条地方铁路# 由于它只相当于京

广铁路等准轨铁路
$!*6

毫米的一半轨距"这条地方铁路被

称为窄轨铁路"俗称$小铁路%"小铁路上运行的火车故而得

名$小火车%#

小火车$咣当%了
!*

年"运送乘客数以百万人次"运送

货物数以亿万吨"为国家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小火车成美好回忆

每天早晨
(

点"车头上印着$许局
*'%(

空%字样的小火

车准时从许昌出发"下午
$

点到郸城"下午
+

点半返回"晚
'

点半到达许昌#

岁月流转"四季轮回# 奔跑了近半个世纪的小火车"犹

如国画大师手中蘸饱墨水的毛笔在豫东平原上悠悠滑过"

笔锋浓墨转淡"小火车的身影渐渐模糊"只留下了两条见证

!*

年中原风情的铁轨#

许郸小火车被人们称为中国极具人性化的小火车"它

与奔驰在大城市间的客运火车一样" 这列乡村小火车也配

有一名列车长&一名司机&一名乘警"每节车厢有一名乘务

员# 之所以说它人性化"是因为这列客运小火车除正常的三

节客运车厢和一节行李车厢外"还根据乘客的需要"每次都

挂着一节敞篷车厢"可装运旅客携带的自行车&摩托车等#

豫东地区农民为了赶淮阳庙会"所带的马&牛&羊等牲畜都

可以装在敞篷车厢里运输# 赶着牛羊上火车"成了铁路线上

一道别致的风景线#

自
$&))

年以来"小火车以每小时
+%B*%

公里的速度在

()+

毫米的窄轨上行驶至今"每天往返于许昌市和郸城县之

间"沿线设有
+%

多个车站#

!*

年来"这列小火车始终保持着

上世纪
)%

年代的旧模样"蓝白相间的车身和四季交替的庄

稼地很是和谐# 记者有幸进入小火车驾驶室里看到"这里的

每一件物件都如尘封的相册"速度盘&温度盘里的指针在不

停地上下跳动"制动杆和操纵杆被抓得光滑锃亮"操作台和

座椅全是纯钢板制造"看上去非常牢固和厚重#

早上
(

点"火车从许昌出发"汽笛声和轮轨的撞击声震

得大地颤抖"乘客坐在车厢木制的椅子上开始晃动"心也随

着小火车东移# 已经在小铁路上工作
+%

多年的赵师傅说"

$&))

年"国家投资建设了许昌窄轨地方铁路"以解决当时制

约社会发展的交通落后问题# 它连通禹州矿区和石料产区"

横贯禹州&鄢陵&扶沟&太康&郸城等地"成为上述各地煤炭&

建材等物品流通的黄金通道# 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许昌小

铁路以其成本低廉&吞吐量大&节省人力等优势"很快成为

豫东运输的主要干线#

两个小时后"火车到达太康县板桥车站"青砖大瓦盖起

的车站管理房透着古朴的气息"在屋顶"用水泥书写的铁路

标志和$板桥车站%

!

个大字"虽然经历了
!*

年的风侵雨蚀"

上面的红漆仍斑驳显现# 多年来"板桥村村民王天民每年夏

天都坐这趟车往淮阳送爬蚱皮"一次运送
)

麻袋"一趟生意

比坐客车省
*%

多元" 这样算来" 一个季节就多挣
$%%%

多

元# 提及小火车要停运了"王天民长长叹了一口气+$这下做

生意不方便了# %

$别看小火车小"声音可不小"喇叭叫起来和大火车一

样# 几十年来"它成了俺家的闹钟"现在突然不响了"还挺想

念它的# %郸城县汲冢镇的崔建国住在火车道旁几十年了"

每天中午"只要听到火车鸣笛"他爱人就开始做饭"因为正

好是中午
$+

时左右-下午的返程火车再鸣笛时"正好是下

午
*

时左右"夫妻俩开始下地干农活# 现在没有了小火车的

叫声"崔建国脸上流露出一丝失意"每到中午"他还是习惯

地出门看看小火车来了没有#

一路上"小火车慢悠悠地经过许昌&鄢陵&扶沟&太康&淮

阳到达终点郸城"由于车速慢"每个站台的乘客即使误了点"也

能跑着爬上火车"还有人风趣地说+$火车没有自行车快#%小火

车距郸城县城还有两三公里时"郸城人就能听到那$咣当%的

轮轨撞击声和粗重的汽笛声# 在郸城车站"小火车经过
$

个

半小时的休息"就返回许昌"开始下一个
)

小时旅程#

!%

多年来"无论春夏秋冬"无论乘客多少"小火车都能

准时完成每一趟使命"在豫东平原上不停地奔跑着#

升国铁成必然趋势

许郸铁路小火车的逐渐萧条是与时代的飞速发展成反

比的# 其实在
+%

世纪
&%

年代"随着国家铁路的大提速和公

路等交通网络的加速建设"县与县之间&县与乡之间甚至村

与村之间都修了公路"加之一个个公路收费站的取消"更使

公路运输活力无限"小火车便渐渐退隐历史舞台"淡出世人

视线#

河南省铁路局相关负责人说"近年来"许郸小铁路无论

是客运还是货运"收入大幅度萎缩"几乎不挣钱# 小铁路的

存在已经制约了地方铁路的发展"$拆除是必然的%# 消息传

出"乘坐小火车重温旧梦的人逐渐多起来#

虽然在过去的几十年中" 许郸小铁路曾为百姓出行和

货物外运提供了极大方便"有过无尽的辉煌与荣光# 不过"

由于无法和全国铁路干线联网" 再加上体制不畅& 设备老

化&资金不足等因素"它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一度从辉煌跌入

了低谷# 加之沿线许多道口无人看管"每年事故频发"所以"

拆除小铁路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

据分析"小铁路拆除的关键原因并不是因缺少货源"平

煤集团&永煤集团&神火集团等先后在禹州&许昌投入巨资

开发煤炭&铁矿&石灰石等资源"而郸城的财鑫集团&金丹乳

酸等大型企业则大量需要这些资源"仅这两地的企业"就能

让小火车日夜不停地运营# 然而"许郸小铁路的决策者已经

清醒地认识到+不能守着金山没饭吃"小火车不能适应更大

运量"$蚂蚁搬山式%的运作养不活许郸铁路"只有改革才有

前景,

#$

亿打造!新干线"

许郸铁路升级改造为禹亳铁路准轨的建设工程" 被省

政府确定为重点项目" 改建后的许郸铁路将从禹州出发终

点至安徽省亳州市"故更名为禹亳铁路#

改)新*建的线路西起禹州市角子山"途经许昌市&鄢陵

县&扶沟县&太康县&淮阳县&郸城县&鹿邑县&亳州市&界首

市"并向西延伸至平顶山市的郏县"跨河南和安徽两省"覆

盖
!

个地级市)

$$

个县级市*"线路共计
*'%

公里"总投资

)6

亿多元# 轨距从
()+

毫米变为
$!*6

毫米"每辆火车运量

从
*6%

吨增至
+6%%

吨左右# 该铁路线建成通车后"年运量

达
$%%%

万吨" 每年可为沿线企业节约运费
*

亿
7!

亿元"对

沿线
$$

个县
5

市
8

区约
$"""

万人口的资源开发&招商引资等

起到推动作用#

变$宽%的小铁路"将承担着禹州水泥&角子山石料场以

及建材&陶瓷&磷矿石等物品的外运工程"甚至连平顶山市

郏县需要外运的一部分煤炭&水泥都可以$吃%掉# 廉价的能

源运输成本"将使沿线工业企业的生产成本大幅下降"促进

企业良性发展-同时"线路进一步向东延伸"又能保障中国

东部能源利用#

如今"禹亳铁路准轨改建工程一期工程已经开工# 许郸

铁路将在阵痛中浴火重生"开始打造涵盖
$$

个县)市*"惠

及千万人民的铁路交通$新干线%,

2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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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长的窄轨铁路成回忆

本报记者 巴富强 通讯员 徐松 刘兴刚

!"#$%&'()*+

他是从山沟里飞出来的$金凤凰%!学成之后
和来自东北的大学生妻子一同放弃了留在城市
的机会!立志回乡做农民!通过二人所学知识!在
山沟沟里演绎了大学生创业的动人故事'''

本报记者 曹国宏 特约通讯员 李威

"

蓝白相间的小火车古朴的太康县板桥车站

魏静敏

这是由
#"

名民间老艺人扎起的高
$%

米的棚口

! ! !

常校长将企

业和个人捐助

的文具和书籍

分发给贫困学

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