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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山东到内蒙古，一封跨越1338公里的感谢信……
“如果不是有你们，也

许我还困在一望无际的大

草原中，你们让我吃上热

饭，喝上了热水，使我及时

回到家，我内心无比地感

动！”5月9日，一封言辞朴

实的感谢信和一面写有

“警民一家亲 患难见真

情”字样的锦旗被送到巴

彦淖尔边境管理支队巴音

杭盖边境派出所民警手

中。

4 月 30 日 18 时 40 分，

巴音杭盖边境派出所接到

辖区牧民王某的报警电

话，称其家中来了一名衣

着破旧的男子，想要一点

吃的喝的。民警迅速赶往

王某家中，但当民警到达

现场后，该男子已离开，徒

步向西南方向走了。此时

恰逢春夏之交，牧区气候

变化无常，早晚温差大、风

力强，该男子孤身一人置

身草原腹地，很可能遭遇

危险。民警通过警民联防

机制，发动草原 110 报警

点、护边员及辖区牧民群

众，在方圆 10 公里范围内

开展拉网式搜寻。

5月1日7时40分，经

过 15 个小时不间断地搜

寻，民警最终在辖区一处

废弃房屋内找到该男子，

当时他身体已极度虚弱，

民警立即将其带回所内妥

善安置。同时根据疫情防

控要求，联系驻地医疗卫

生机构为该男子进行了核

酸检测并确认检测结果为

阴性。待该男子身体状况

稍加恢复后，民警向其了

解了事情经过。

今年30岁的许某家住

山东省德州市，因感情受

挫，在未与家人沟通的情

况下，于 4 月 24 日独自驾

车打算前往青海散心，行

至半路迷途，加之旅费用

尽，在巴彦淖尔市巴音杭

盖边境辖区将车辆弃置路

边，准备继续徒步旅行，结

果迷失在草原深处。

得知这一情况后，民

警迅速与许某的家人取得

联系。远在山东的许某家

人在许某不辞而别之后苦

寻多日无果，焦急万分之

下，正准备到当地公安机

关进行人口失踪报案，巴

音杭盖边境派出所民警传

来的好消息，终于让他们

高悬的心放了下来。随后，

民警又与许某进行了耐心

交流和心理疏导，许某深

刻认识到自己的荒唐行

为，反思了自己不顾家人

的轻率举动，表示会立即

回家与家人团聚。为帮助

许某尽快返乡，民警帮其

找到遗弃在路边的车辆并

加了油，还提供了足量的

食物。许某回家后，写下感

谢信，连同锦旗一并邮寄

到了派出所，以表达他的

感谢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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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记者 白忠义

一把小小壁纸刀，一

张四方的广告纸，只见 46

岁的付军义将广告纸往玻

璃门上一贴，手起刀落，一

气呵成，一个个漂亮的广

告字便映入眼帘。让人惊

叹的是，付军义刀刻一个

广告字用时不到一分钟。

凭借这个手艺，付军义不

但在刻字领域小有名气，

还在快手短视频平台上成

为网红“内蒙一刀哥”，粉

丝已经7万多。不少网友看

了付军义的视频纷纷惊

呼：“你把刻字机都打败

了！”“咋地？雕刻机的系统

装入大脑也可以运行吗？”

5 月 12 日下午，记者

在呼和浩特市金牛陶瓷装

饰城见到了付军义。他当

天又接了两个刻广告字的

活，只见付军义现场掏出

广告纸熟练地往玻璃门上

一贴，拿出壁纸刀开始创

作，动作干净利落。这次他

在刻字的基础上，加上了

店家要求的图案，而且还

是立体字，刻字的时间有

所延长，一个字用时2分钟

左右。在他刻字的时候，不

时会有附近的商家过来跟

他打招呼：“飞刀师傅你又

来了啊！”

十几分钟后，8个广告

字创作完成，看着付军义

刻的字，店家朱先生十分

满意，他告诉记者，手刻的

字比机器打印出来的灵

活，还能把自己的想法加

进去，有设计感和艺术感。

“刻广告字这个工作

我做了快 30 年了，这附近

的很多店我都给刻过字，

都是熟人推荐介绍的。”付

军义笑着说，他自小就喜

欢美术，学过3年画画，他

没有公司也没有店铺，工

作的工具就是一把壁纸

刀，活儿也都是店家们互

相推荐介绍。这些年凭借

自己的手艺，不但刻广告

字，也会到街头帮别人画

肖像，偶尔也参加一些婚

宴、生日宴、开业等场合，

现场表演刀刻字赚点外

快。视频也都是商户帮忙

拍摄的，当时就是想着记

录生活，没想到自己能这

么受关注。

记者在和付军义的攀

谈中了解到，他出生在包

头市土右旗，父母都是农

民。他从小就喜欢画画、剪

纸、捏面塑，五六岁时用小

手握住大剪刀的刀尖附近

剪纸，七八岁时就能帮村

里的人捏面塑，用于生日

宴，一度成为村里的“小名

人”。8 岁那年他还因剪纸

剪得好上过报纸。15岁时，

到包头教师进修学校读了

3年油画专业。

“我也有梦想，就是想

当一名专业画驴的画家，

但是人得先顾生活，再顾

梦想。”付军义告诉记者，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由于昂贵的学费让家里负

担很重，他一毕业后就工

作了。刀刻字也是一种机

缘巧合，当初酷爱研究“空

心字”，也就是毛笔字中的

双勾字体，想着用刀刻出

来是不是也会很好看，这

一研究，却成了自己的“饭

碗”。

如今，付军义白天靠

自己的手艺吃饭，晚上回

家就研究画水墨驴。他说，

梦想得有，也得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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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网记者 马丽侠

石吉祥向乌兰夫纪念馆捐赠布票228枚

刀刻广告字一气呵成 “一刀哥”成网红

付军义的梦想是当一名专业画驴的画家付军义的梦想是当一名专业画驴的画家

乌兰夫纪念馆工作人员向石吉祥颁发荣誉证书乌兰夫纪念馆工作人员向石吉祥颁发荣誉证书

今年78岁的石吉祥老

人是位收藏爱好者，经过

30 多年辛勤积累，他收集

到全国各地不同时期的布

票、棉票、线票、鞋票等票

证达到 400 多种。近年来，

他将自己收藏的各种票证

陆续捐赠给博物馆、档案馆

等。5月12日，他将珍藏多

年的 1955~1984 年内蒙古

地区的布票228枚，按年份

排列自制成册，捐赠给乌兰

夫纪念馆，希望让更多的人

了解共和国历史中那段艰

苦奋斗的燃情岁月。

12日上午，在乌兰夫纪

念馆，石吉祥将“内蒙古布票

收藏册”徐徐展开，铺在桌子

上。九成新的布票整整齐齐

地塑封在A4纸上，共20页

约9米长。这些布票五颜六

色，票面印有名称、面额、有

效期及存根等内容，面额从

壹市寸、伍市寸、叁市尺、伍

市尺至拾市尺不等。

石吉祥向在场人员娓

娓道来上世纪 50~80 年代

布票由产生到盛行的那段

历史。新中国成立初期，百

废待兴，物资匮乏。随着生

产的恢复，人口的增加，人

民群众对吃饭穿衣的需求

日益加大，然而供给却远

远满足不了需求。为保证

人人能买到基本生活用

品，国家实行“统购统销”

政策，对紧俏物资采用发

放票证的办法。于是，粮

票、布票、肉票等种类繁多

的票证应势而出。买东西

时，人民币加票证，缺一不

可。“那个年代，如果手里

只有钱没有票，想买东西，

那都没门。”石吉祥说。

石吉祥是内蒙古乌兰

察布市卓资县人，早年来到

呼和浩特市，曾在内蒙古自

治区百货公司看大门 13

年。石吉祥告诉记者，我区

统购统销发放布票最早是

以盟市为单位各自发行，呼

和浩特、平地泉（今乌兰察

布市一带）等地都发行过。

从1955年开始全区统一发

行，由内蒙古自治区百货公

司设计，北京人民印刷厂印

制，至1984年停止。期间所

发行的部分布票因其使用

时间短、年代较远，留存下

比较珍稀的有平地泉布票。

全区1984年的布票因其印

出来未来得及使用，所以存

世量较大。石吉祥的藏品

中，一张 1966 年由北京人

民印刷厂出具给内蒙古自

治区百货公司的布票发货

票仍然字迹清晰，记载了双

方的交易情况。

这些像邮票一样的布

票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

名字也根据不同用途五花

八门。有的叫“棉布购买

证”，有的叫“絮棉票”，有

的叫“线票”……除了普通

布票，还有军用布票、特种

布票、奖售布票等。此外，

还有定量布票、找零布票、

临时调剂布票等。

石吉祥说，今天这些

布票虽然已经完成了它的

历史使命退出历史舞台，但

它见证了一段峥嵘岁月，让

亲历者珍惜现在的美好生

活，并告诫后代传承艰苦奋

斗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它

留给人们的是一笔财富。

文·摄影/北方新报正

北方网记者 王利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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