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禹州市位于河南省中部，是中原城
市群南缘的中心城市。禹州物华天宝，
人杰地灵，具有华夏之都、药都、瓷都
的美称。禹州市被誉为华夏第一都，这
里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的
建都地；禹州是著名的瓷都，这里是中
国“五大名瓷”之钧瓷的唯一产地；禹
州是名闻遐迩的药都，这里是明清时期
全国四大中药材集散地之一。农历己亥
年暮春，笔者参加“颍川故城魅力三
都”河南省杂文名家走读禹州采风活动
时，在禹州老城区参观游览了昔日远近
闻名的十三帮会馆和怀邦会馆，见证了
禹州曾作为著名药都的繁华景象。

禹州是中国古代四大中药材集散地
之一，因交通便利，清乾隆以前，历代
都曾设清颖驿站。唐朝药王孙思邈曾长
期游居禹州，行医采药，著书立说，死
后禹州人民在西关建起药王庙永久纪念
他。宋代仁宗年间，时任河南主薄的著
名诗人游览禹州时，不禁诗兴大发，信
手拈来：“云外阳翟山，实与嵩少接。
山中采药人，能自辨苗叶。当须刨其
根，以道素所惬。”明洪武元年(1368)，
朱元璋曾诏令全国药商来禹集结，每年
春、秋、冬三个会期。“内而全国 22
省，外越西洋、南洋，东极高丽，北际
库伦，皆每车节转而至，真可谓无街不
药行，处处闻药香。”长期的药材交
易，逐渐形成了以经营类别或区域性质
划分药行帮派，继而形成了禹州独特的
中药文化,而作为商家聚会议事的会馆
也应运而生。

十三帮会馆位于禹州市老城区西北
隅，坐北朝南，以山门、九龙壁、戏
楼、关帝庙为中轴，由东西廊房、西配
药王殿、东配火神殿、钟鼓楼、东跨院
与议事厅等几部分古建筑群组成。但由
于历史久远，现仅存戏楼、东西廊房、
关帝庙、西配药王殿、东跨院议事厅。
十三帮会馆的建筑具有优美的外部造
型，是河南会馆建筑的佼佼者，具有很
强的艺术感染力。砖石结构的照壁古朴
典雅，居于高台之上的关帝殿朱门绿
瓦，前后勾连，整体艺术效果突出。由
远及近，乃至不同角度，都能取得良好
的景观画面。

与十三帮会馆相邻的怀邦会馆向以
豪华著称于世，素有“十三帮一大片，
不如怀邦一个殿”的赞誉。怀邦会馆是
怀庆府（今河南沁阳）籍的药商与清同
治11年（1872）建造，会管的木雕、砖
雕、石雕技艺精湛，内容丰富，堪称

“三绝”。 拜殿的透雕“二龙戏珠”气
势磅礴、造型独特；大殿前的石狮线条
流畅、凿刀刚劲。其东侧为雄狮，足彩
绣球，怒目圆睁；西侧为雌狮，闭口前
视，足踩幼师戏耍。二狮表情各异，尤
为传神。大殿大额枋表面的多层次高浮
雕“十八学士登瀛洲图”“骆驼商旅
图”“商旅歇马图”“高贤隐士图”等图
案，表现出当时商贸活动的繁忙。怀邦
会馆除雕刻“三绝”外，馆内的彩绘也
值得一提。在大殿内枋上绘有 9个外国
人头像和西式建筑，反映出当时商贸活
动的广泛。大殿内供奉着关羽像，围绕
着他绘制了许多三国故事图案，取意他
的“忠、义、仁、勇”，迎合人们趋吉
避凶、厌恶近善的心理需求。关公像两
侧的医圣张仲景、药圣孙思邈像以及彩
绘的吉祥图案，既迎合着人们逢凶化
吉、遇难成祥的理想愿望，又散发着浓
郁的医药商贸气息，具有重要的历史文
化研究价值。

历史发展到今天，药都禹州昔日繁
荣的景象就像会馆所见证的一样不仅没
有减色，反而更加光芒四射。资料显
示，禹州的中药材市场交易繁荣活跃。
禹州药交会始于唐宋、兴于明清，清末
民初发展至鼎盛。明初禹州正式成为官
办药市，是当时全国四大药都（禹州、
亳州、安国、樟树）之一。2002年，禹
州药交会 恢复举办以来，已连续成功
举办十一届，每届参会客商都在 1000
家以上，累计成交额超过 450亿元，成
为中医药产业产品展示、贸易洽谈 、
学术交流、项目合作的重要平台。禹州
的中医药产业链条齐全。禹州发展中药
材种植面积 40万亩，建设连片种植基
地 89 个中药材标准化生产基地 25 个。
拥有医药生产加工企业 56家，大型医
药物流企业 2个。拥有河南省唯一的国
家级中药材专业市场，建成一个占地10
平方公里的医药健康产业园，基本形成
了从种植、加工、生产到贸易、流通、
健康养生等链条完整的产业体系。禹州
中医药产业发展前景广阔。禹州市坚持
把中医药产业作为主导产业进行重点培
育，启动了全国新型中药材专业市场示
范区创建和百亿元级医药健康产业集群
培育计划。特别是依托禹州药都品牌和
中医药产业基础，正在规划建设特色药
都健康小镇，禹州中医药产业已进入全
面提速、全产业链发展的新阶段，到

“十三五”末，中医药产业主营业额将
达到300亿元！

禹州禹州：：会馆见证繁华会馆见证繁华
□□ 芒砀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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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短讯

红色传承

天下风景

一
在豫东大平原，放眼数百里不见一座

山，以至于每每登上一个土丘，都会涌现出
一种望远的自豪感。都说山水相依，其实没
有山，也未必缺少水。

几年来，我几乎走遍了商丘的所有河，
我突然惊诧于流经商丘市区的这些河流了！

蔡河，许多老商丘人早几年都不知道的
一条小河。它发源于运河商丘市区商都广场
西二百米，在市区这一段，大约有十五华
里，早几年它几乎被垃圾堆平了。经过最近
几年的治理，如今虽然窄小，但毕竟是清澈
了。出了市区昂首向南，它越发宽大敞亮，
一路上又接纳了几条小河，待在涡阳县城北
关大摇大摆的汇入涡河时，它俨然已经成为
涡河一位最富有的客人。

包河宁陈闸北三百米河东，有一个小河
口，市区部分叫做东运河，虞城境内称它为
响河，到了夏邑、永城段，它就是大名鼎鼎
的沱河了！沱河是淮河的一条重要支流，如
今正在大力整治，马上就可以通航，到那
时，从商丘坐船就可以直达淮河。

古宋河，它发源于民权县城关镇断堤头
村一个水坑里。流经民权、宁陵、商丘市西
郊，在古城南湖歇息一会儿打了一个结，一
路欢歌向南，最后在亳州汇入涡河。沿河许
多美酒如林河酒、宋河酒、古井贡酒，都取
自于古宋河水。

包河，是流经商丘市区最大的一条河，
它的源头又在哪里呢？为此我曾经沿河北上
寻觅，来到梁园区孙福集乡张祠堂村一棵老
槐树跟前，终于走到了包河的尽头。包河不
仅养育了运河、沱河、蔡河，在商丘市区北
郊，还滋生出很多沟沟叉叉。如康林河、忠
民河、万堤河的水都取自于包河。

前几天我去虞城县乔集乡采风，听乡党
委书记说，乡政府旁边的那条小水沟，竟然
就是洪河的源水。

具不完全统计，豫东大平原上自西向
东：通惠渠、申家沟、宁陵西沙河、古宋
河、包河、商丘东沙河、沱河、浍河、洪
河，蒋河皆起源于商丘。

商丘本无山，为何却是许多条河流最初
的出处？

多少年来，故道水从不曾干涸过，黄河
故道地势又高，它好像是一个大水包，通过
一条条细密的水道，日里夜里，把故道水咕
咕不停的输送向远方。

是谁开挖的这些河？一如京杭大运河起
始于隋炀帝，这个问题现在我还无法一一作
答。但我知道康林河、忠民河、万堤河过去
分别叫做康林沟、忠民沟、万堤沟，都是大
集体时代在共产党领导下开挖的灌溉渠。如
今它们不仅仍然具有抗旱排涝功能，而且还
成为一条条造福于商丘人民的景观河。

我还听说包河是宋朝一位姓包的知府为
了方便救济灾民而开挖的一条运粮河。

开渠挖河，行在当下，利在千秋，着实
是一方之幸事。

二
黄河故道的水，通过包河流入万堤河，

再汇入商周永大运河，经小蔡河，源源不断
的注入日月湖。而日月湖的水必须再流出
去，否则，一个死湖天长日久水质必然变
坏。而新近开挖的日月河，正好承载着这个
功能。

日月河北起日月湖东岸，向东穿过睢阳
大道，沿着睢阳大道东线一路南行 3.6 公里，
再左转向东 3.6公里，几乎是和连霍高速公路
平行，最终在开发区师庄南地汇入包河。

日月河的水源本取自于包河，最后又流
入包河。日月河沿线景观宽窄不一，最宽处
河道连同两岸的绿化带有 500 多米，最窄处
也有 300多米。

听项目部的工程技术人员介绍，整个日
月河公园总占地面积 4600亩，其中园林绿化
面积 3000 亩，河道水系面积 1600 亩，共投
资约 6.7亿元。日月河河道全长 7.2公里，与
日月湖景区形成了长达 9 公里的城市生态廊

道。园林绿化包括 8 万余棵银杏、桂花、女
贞等乔灌木栽植。1600 亩的月季、常夏石
竹、石楠等绿篱地被栽植。建有 56 个小广
场、16 座公厕及配房建设。有长 8公里的游
园健身步道、长 13公里的滨河路等。

日月河以东西向河道为景观轴线，自西
向东依次划分为“太阳之光、月亮之光、星
辰之光、青春之光”四大景观主题区域，涵
盖了日晕流转、光影长廊、阳光剧场、火树
银花、月相万千、水月镜天、月影相伴、星
河熠熠、星光小径、创意绿谷、青春舞台、
活力风车十二大景观节点，整体形成“一轴
四区十二景”的景观结构。

日月河在建设中充分融入海绵城市、湿
地净化、运动健身的新理念，形成了集退水
调水、农田灌溉、防洪抗洪、观光旅游为一
体的重要生态水利工程和复合型城市公园景
观走廊。

日月河自 2018年春季开工，计划两年建
成。一年多来，它的每一铲土，每一棵树，
每一片草，都牵动着我的心弦。从拉起河道
标线那一刻开始，我一次次的沿河寻觅，几
多见证，几多感慨，几多记忆，都一一镌刻
在我的心底。

三
记得还是在日月河刚刚开挖不久，我踏

着泥泞，来到南郊沿河一个叫张河洼的村
子。说是村子，因为挖河的需要，大部分住
户都已经搬走了，只有零零星星的几户人
家，还散落在河岸边。见一位老哥正在院子
里伺候鸡鸭，我走上前去和他攀谈：大哥，
您家为什么还没有搬走？搬走了，不舍得租
房住，就暂时借住在亲戚家。住了多少年的
老宅子，一下子离开，真是不习惯啊。前几
天生病了，住几天医院，但抽个空还是想回
来看看。

请问大哥，村子里有多少老年人，他们
的情况又如何？大哥说还真不少，有的不乐
意搬迁，有的是不适应新环境，许多人身体
都出现点小毛病。虽然政府已经考虑得足够
周到，但毕竟是穷家难舍啊！

那天离开大哥家，我一路思索：拆迁、
挖河、引水、退水、灌溉、美化、建设。一
任政府，必须有一任政府的作为；一个时
代，应该有一个时代的担当。固守一个院
落，厮守一个村镇，我们的事业还能够发展
吗？没有拆迁，就没有一河碧水荡漾，繁花
似锦；没有割舍，哪来一番千秋大业，安然
天下。

就在前天下午，我沿河察看，又碰见了
这位大哥，他当时正在和乡亲们一起在河滩

上栽草。他告诉我政府筹建的安置房马上就
要分到手里了，位置就在日月河旁边，下楼
就是花园，真是太美了！现在天天在河上干
活，每天能挣百十元，待日月河完工后，还
可以继续在河上干。卫生、绿化、旅游、安
保，到时候河上需要的人手还多着呢！

看他现在高兴的样子，我的心也和日月
河里的清水一起，荡漾出一种由衷的幸福！

今年早春的一个上午，我把车子停在师
庄桥北头，脚踏残雪，沿着正在紧张施工的
日月河，一路向东走去。日月河与包河贯通
了没有？在哪里贯通的？是如何贯通的？残
雪消融，新土泛烟。就在日月河岸上，我和
师庄村委会张主任相谈甚欢。

他说过去师庄人进一趟城可难了。一条
小土路 40多里地，拉个架子车来回得走上一
整天。真没有想到如今商丘市一下子就展现
在了俺的眼皮子底下！工学院、医学院、市
一高、市实小、市妇女儿童医院，还有高铁
站，方特全都过来了。据说两河交汇处还要
再建设一个水闸，届时把日月河里的水憋得
满满的，他们师庄、路口集的老乡们上午划
着船去游日月湖，下午再挥着桨回到包河里
撒网，那小日子该有多好啊！

小日子该有多好啊！大商丘该有多好
啊！赶上了这个新时代该有多好啊！

四
如果说古宋河、包河、大运河流淌着商

丘古老的文明；如果说康林河、忠民河、万
堤河记载着一代人艰苦奋斗的创业史；那如
今业已建成的日月湖和正在建设中的日月
河，则彰显着这个时代日新月异的变迁。青
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没有环境就没有大发
展。如今抬起头看看商丘的天，低下头看看
商丘的路，左看看商丘的树，右看看商丘的
草，前看看商丘的日月湖，后看看商丘的日
月河，哪一方不令人心旷神怡，哪一块不令
人叹慕不止。不说商丘的高速公路，不说商
丘四通八达的高铁，不说商丘的国际机场，
但说商丘的水，就足够我们自豪的了！沱河
就要通航，惠济河通航计划已经摆上政府的
案头，就连浩大的引江济商工程，目前也都
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中。到那时，流经商丘市
区的十条河：日月河、古宋河、康林河、忠
民河、万堤河、东沙河、包河、运河、蔡
河、中水河，犹如十条舞动的银练，美美地
飘荡在商丘人民的心空里。

问水哪来清如许，一泓碧水映日月。爱
护我们的城市和乡村，守护好我们自己的家
园，为蓝日子抹粉，给红日子涂光，绝对不
能辜负这个美好的新时代。

牵手日月湖的日月河
□ 文/图 吴振海

为展现广西及南宁民族特色文
艺创作成果，舞剧 《刘三姐》 5 月
22 日晚登陆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大剧
场，并由此开启 2019年全国巡演。

舞剧 《刘三姐》 由广西壮族自
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文旅厅指
导，南宁市委宣传部、市文广旅局
出品，南宁市艺术剧院有限责任公
司创排演出。该剧根据广西壮族最
具代表性人物刘三姐的故事改编，
首次以舞蹈形式创新演绎经典传
说，歌颂了勤劳聪慧的壮族姑娘刘
三姐和善良勇敢的阿牛哥忠贞不渝
的爱情，展现了广西壮族人民正直
勇敢的品质。

剧中保留了大量经典的山歌唱
段，以富于浪漫气息的舞蹈表达出
歌中的意境，同时加入了壮族的民
族文化符号，如桂剧中的“打棍出
箱”技艺，令观众耳目一新。此
外，高科技声光电在舞台上呈现出
壮乡风光、茶山春色、“三月三”
歌圩等盛大场面，让首都观众充分
感受到壮乡的民族之美、风光之
美、人文之美。

“以舞叙事，以曲传情，以美
抒怀。” 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该
舞剧编剧冯双白表示，希望用这部
舞剧诠释桂风壮韵的文化魅力，推
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

据悉，该舞剧计划在全国开展
10场巡演。（据新华社）

舞剧《刘三姐》

在京上演并启动全国巡演

夏邑:文艺志愿者走进孔祖中学

左边的墙壁上悬挂的是《开国大典》《毛主席
去安源》和习近平总书记的绣像等诸多红色文化
绣制品，对门桌子上摆放的是毛主席塑像和革命
先烈的有关艺术品。右边的文物架上有多种式样
的唐三彩、八仙过海陶瓷制品、乾隆御印模型等
千余件陶瓷、玉器等制品……这就是老人尹金宝
的家。

“我喜欢这些红色文化艺术品，也喜欢民俗
文化艺术品，因为他们教人爱国，教人探究中华
文化。我打算将来建一个文化馆，把这些艺术品
都收集进去，然后继续收集流落在民间的文化艺
术品，让世人参观学习。”这是老人尹金宝的心
愿。

尹金宝是虞城县稍岗镇李行村的村民，今年
69岁，多年来他无怨无悔地收集红色文化和民俗
文化艺术品，然后无偿让世人欣赏学习，被大家
誉为“传播红色文化和民俗文化的使者”。

尹金宝自幼喜欢古玩等艺术品，但是因为家

庭贫穷，成年之后为了养家糊口，他只好放弃了
这一爱好。二十年前，尹金宝的孩子全部成家立
业，他的生活变得清闲了很多，家里的开销也小
了许多。尹金宝开始料理菜园，闲暇时他又开始
四处收集文物，但是因为手头不算宽裕，他的这
一爱好仍是处于受限制状态。

尹金宝认真收集红色文化艺术品和民俗文
化艺术品是从 2005 年开始的。那几年他料理菜
园不仅勤劳，而且注意收集稀有蔬菜品种，为
此他的菜园各种菜类长势良好，前来买菜的人
络绎不绝。那年 6 月份，一位路人前来买菜。
当那人买菜完毕准备结账走人的时候，看着他
车里的一幅名字是 《井冈会师》 的绣制品不禁
心里一动，就随口说：“菜钱我不要了，把它给
我好吗？”

看着他那渴求的眼神，那位路人答应了他。
这次“交易”的成功，让尹金宝学会了收集

艺术品的诀窍：拿青菜交换艺术品，自己不用花

钱，效果还会很好。从此他放出风去，开始认真
回收艺术品。虞城县是红色革命老区，郑集乡张
公店村是淮海战役第一枪的打响地，当年解放军
曾驻军于虞城县，再加上该县是文化大县，民间
的红色文化艺术品和民间文化艺术品很多，所以
尹金宝收集起艺术品来收效颇丰。15年来，他收
集的红色文化艺术品有 1800多件，民间传统文化
艺术品有 1600多件。在这些艺术品中，红色文化
艺术品以绣像、画像、纪念章为主，民间文化以
书籍、陶瓷制品为主。

经业内人士鉴定，这些文化艺术品有的价值
不菲，但是对于它们，尹金宝一点也不保守，他
不仅将绣制品等悬挂，制作文物架将陶瓷制品等
摆放好供大家欣赏，好多时候还自己做讲解员对
这些文物的历史文化讲给大家听。他还多次为这
些文物奔跑，去虞城县稍岗镇政府申请为自己现
已到手的文物和将来收到的文物建一个文化馆，
以便将来将它们陈列供大伙儿欣赏品评。

尹金宝尹金宝::传播红色文化和民俗文化的使者传播红色文化和民俗文化的使者
□□ 本报记者 丁新举

5月23日，是中国文艺志愿者第6个服务日。当日，夏邑县文联组织文艺志愿者走进县孔祖中
学，举行诗朗诵、音乐、戏曲、曲艺、书法、绘画、摄影、剪纸等艺术展示，精彩的表演给广大师生
带来了一场视觉盛宴。 本报记者 韩 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