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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牛超/文 禹舸/图

万余枚烟标，数百个品牌……
不仅有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香
港、澳门、台湾的，还有美国、德国、
古巴、日本等国的。在毛向堃看
来，每个烟标背后都有它独特的故
事。27年里，收藏烟标已成为他生
活的一部分。

毛向堃家住市区矿工路中段
幸福花苑小区，今年37岁。

昨天上午，记者来到他家时，
他正在整理刚收集到的烟标。记
者注意到，两个大纸箱里装满了烟
标，其中一些已经泛黄。“哈德门”

“中华”“熊猫”“恒大”等国内著名
品牌香烟的烟标在这里都能见
到。“这只是一小部分，我专门有一
间屋子放烟标。”毛向堃说。

买烟只为要烟盒

“烟标就是烟盒，它是比较常
见的民间收藏品之一。”毛向堃
说，他的父亲喜欢收藏。受父亲
影响，他从小喜欢收集火柴盒。
后来一位朋友收集烟标，“五颜六
色、图案各异，看着很好看。”毛向
堃便也开始收集烟标，当时他只
有十来岁。

上街捡，问亲戚朋友要，拿火
柴盒和别人换……为了收集烟标，
毛向堃费了不少劲。“父亲也非常
支持我，他不抽烟，但经常给我钱
让我去买看中的烟。”毛向堃说，回
来后，他将烟倒出来，将烟标收集
起来。“每逢周末或节假日，我爸就
会拎着两塑料袋的烟给我大伯、二
伯送去。”

对于软包烟盒，毛向堃会将其
拆开、压平，然后用毛巾包着，一面

喷少量水，用熨斗烫平后，再套上
塑料薄膜。对于硬包烟盒，他会分
门别类将其放在纸箱中。

一间屋子专门放烟标

18 岁那年，毛向堃到南阳当
兵。来自五湖四海的战友，给毛向
堃带来了很多他从未见过的烟标。

“那时三四个月就能收集到两
大包。”毛向堃说，部队离家不太
远，每隔三四个月，父母都会到部
队来看他，“来时，他们会带两大旅
行包好吃的，回去时，旅行包里就
装满了烟标。”

“后来我自己也抽烟，但种类
比较单一，同类的烟标收集再多也
没有意义。”毛向堃说，为了收集更
多种类的烟标，他常常到街头、火
车站等人流量大的地方去捡。

部队退伍后，毛向堃先后到西
安、北京等地打工。每到一个地
方，“淘”烟标成了他必做的一件
事。“在西安呆了三四个月，工作没
找好，烟盒收了一大包。”毛向堃
说，当时，物流还不发达，他专门坐
火车将这些烟盒带回家。

毛向堃一家在市区矿工路新
程街小学附近还有一套三居室。
毛向堃降低租金出租了其中的两
间，“剩余的一间放的全是我收集
的烟标”。

小烟标见证社会发展

毛向堃说，20多年前，香烟的
种类比较少。这几年，随着社会经
济的发展，香烟的种类多了起来，
他的收藏之路变得更长了。

当天上午，记者在他家翻看这
些烟标，发现不少有意思的内容。
一些烟标上还附带有对烟名的介

绍：如一种“云岭”香烟的烟标上写
着“云岭在抗日战争期间曾为新四
军军部所在地，该烟采用皖南及云
南优质烟叶精质而成”；一些烟是
以著名景区命名的，烟标中有景区
的介绍，如“五台山”香烟，烟标上
写着：“台怀全景，五台山由五峰组
成，峰内称台内，峰外称台外，台内
寺庙多集中于台怀镇，为五台山的
主要游览地。”还有“黄果树”香烟，
烟标上有对黄果树瀑布的介绍。

记者还见到了汝州卷烟厂生
产的两种香烟“鹰城”“石人山”，其
中“石人山”香烟的烟标上有对石

人山的介绍。
在毛向堃收集的烟标中，记者

注意到一个有意思的变化，早年我
国生产的香烟，烟标上只有烟名、
生产厂家，焦油含量标注是“中”。
后来烟标上出现了“吸烟有害健
康”的警示语，但焦油含量仍写着

“中”。再后来烟标上的警示语越
来越醒目，焦油含量等也标得一清
二楚。

“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我国烟
草业的进步。”毛向堃说，“我收集
的烟标上不仅有祖国各地的地理
风光、风土人情，还有重大历史事

件。这个‘卫星’牌香烟是人造卫
星发射成功时生产的，烟标以蓝色
为背景，印有中国地图的卫星图
片。‘丝绸之路’牌香烟是1988年国
际汽车拉力赛时用的。虽说这些
烟标用纸一般、图案简单，但都反
映了我国经济建设的成就。”毛向
堃说，没事时翻翻，很有意思。

刚收集烟标时，毛向堃十来
岁，如今他已经37岁了。烟的价格
也从几毛钱涨到了现在的十几元、
几十元甚至上百元。

毛向堃说，他会将收集烟标这
项“事业”进行到底。

一市民27年收集万余枚烟标

口记者 胡耀华 文/图

本报讯 4 月 18 日，一爱心
企业为鲁山县仓头第二小学和
鲁山县土门第二小学，分别捐赠
了一个阅览室，并配备了书架，
同时还捐赠了篮球、乒乓球、跳
绳等体育用品。

“真的太好了，今后孩子们
就有课外书读了。”在当天的捐
赠仪式上，两所学校的校长高兴
地说。

据了解，此次捐赠的书籍和
物品全由河南楷林置业有限公
司出资购买。该公司设有楷林
心灯公益基金，专门帮扶留守儿
童较多或条件较差的学校。

楷林置业专职董事杨振海
说：“有时书中的一个字、一句
话，都可能改变孩子的一生，这
也是我们为学校捐赠阅览室的
初衷。”

爱心企业伸援手

鲁山俩学校有了阅览室

□记者 巫鹏

本报讯 昨天，记者从宝丰
诗词大会组委会获悉，经过评
选，106 名选手从参加海选的
1000 余名选手中脱颖而出，进
入初赛。4月22日上午9时，组
委会将在位于宝丰县为民路中
段的宝丰县广播电视总台演播
大厅，进行赛前培训。

4月9日，宝丰诗词大会海
选笔试在该县第三初级中学举
行，来自省内外的 1000 余名选

手参加，最终106名选手进入初
赛。目前，组委会已通过多种方
式进行通知。参赛者可以登录
宝 丰 文 明 网（http://hnbf.wen-
ming.cn）查看相关信息。

4月22日上午9时，组委会
将邀请平顶山学院文学院院长、
教授何梅琴等专家，在宝丰县广
播电视总台演播大厅，为入围选
手讲解初赛到决赛的流程、注意
事项及出题范围、类型和方向等
具体问题，希望入围选手准时参
加。

宝丰诗词大会入围名单公布

106名选手进入初赛

□记者 牛超

本报讯 4月18日，我市市民梁
永刚和张欣再度合作，又推出了一
首农民工版《三生三世》歌曲视
频。说起创作原因，梁永刚说：“我
出身农村，对农民工有着深深的感
情。五一快到了，我希望通过这首
歌呼吁更多人关爱农民工、尊重农
民工……”

梁永刚在市人大常委会研究
室工作。张欣是新华区商务局局
长。今年春节过后，由梁永刚作
词，张欣演唱，两人合作了一首“白
鹭洲”版《成都》歌曲视频。3月初，

“白鹭洲”版《成都》面世，经平顶山
日报传媒集团新媒体中心“平顶山
微视”公众号推广及本报报道后，
在社会上引起不小的反响。此后，
这首歌不但在微信朋友圈和网上
热传，还被市委宣传部主办的“文
明河南在平顶山”公众号、市旅游
局的公众号等转载。3月22日，两
人又创作出“湛河”版《青花瓷》歌
曲视频，宣传我市湛河，再次走红
网络。两人也因此被大家称为“鹰
城好声音”。

近日，梁永刚和张欣又创作了
农民工版《三生三世》。4月18日，
该歌曲视频制作完成，并再次由平
顶山日报传媒集团新媒体中心“平
顶山微视”公众号推广。

梁永刚告诉记者，他老家在新
城区滍阳镇，不少亲戚朋友都是农

民工。“他们是城市的缔造者，高楼
大厦的建立离不开他们。不少农
民工都是背井离乡，独自来到城
市。可以说，没有他们就没有城市
的发展。但因为各种原因，不少农
民工无法融入这个城市，很多人不
理解他们……”梁永刚说，五一劳
动节临近，他想以此呼吁更多人来
关心农民工、尊重农民工。

经过几天的思考和酝酿，梁永
刚花了一天时间，写下了这首农民
工版《三生三世》的歌词。“写歌词
时，我的泪水始终在脸上流淌，我
希望它能打动大家，唤起更多人对
农民工的关注。”

农民工版《三生三世》
歌词如下：

晨曦微微亮
鹰城静谧安详
你奔走在路上
头顶点点星光
开始了 一天繁忙
月色溶溶淌
大地进入梦乡
背着简单行囊
风雨无阻东奔西走闯荡
寒来暑往
想起妻儿在家守候盼望
牵挂忘却身上疤伤
疲惫浸透了火热胸膛
染白了鬓角如霜
幸福在双手老茧中滋养

期待在寒风中激荡
钢筋铁骨坚硬脊梁
忍辱负重承载多少坎坷沧桑
美好向往
超越梦想
云开灿灿阳
孕育新的希望
铭记期待目光
责任抓在手上
风雨凉
日夜奔忙
风吹过村庄
撇下庄稼牛羊
告别儿女爹娘
脏活累活奋力扛在肩上
托起希望
尘土飞扬唤醒黎明阳光
挥汗如雨书写辉煌
历经风雨拥抱着太阳
奉献铭刻在心上
幸福在双手老茧中滋养
期待在寒风中激荡
钢筋铁骨坚硬脊梁
忍辱负重承载多少坎坷沧桑
泥土本色男子汉的模样
静夜如水心底流淌
困苦击不倒意志坚强
激情豪壮在肩上
无悔无怨为一生的守望
为你点赞喝彩鼓掌
社会关爱点亮希望
维权让讨薪路变得不再渺茫
真情诉衷肠

作者：梁永刚

尊重农民工 关爱农民工

“鹰城好声音”
又推出农民工版《三生三世》

毛向堃向记者展示他收藏的烟盒

爱心志愿者将图书摆放在
土门第二小学阅览室的书架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