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李朝锋家的小院里，珍
藏了许多旧时的老物件，数量
最多的除了报纸，就是各种类
型的连环画了。《西游记》、《铁
道游击队》、《红灯记》、《英雄
儿女》……战争题材的连环画
曾经是李朝锋的最爱。

连环画又叫“小人书”，菏
泽人喜欢叫它画本儿。精彩的
故事情节用素描描绘出来，配
上解说词，一页连着一页，将
整个故事叙述完整。连环画类
型繁多，有巴掌大小的，也有
字典般厚的，有手绘版的，也
有电影画面的，甚至后来还出

现了彩色的。由于画面栩栩如
生、简单易懂，成为了当时青
少年消遣娱乐的不二之选。

“这种画本儿当时买一毛
多一本，通常都是跟几个同学

一块买，你买上集，我买下集，
然后再互相交换着看。”李朝
锋说，“七八十年代没什么娱
乐方式，不像现在信息这么发
达，我们好多故事、历史都是
从连环画上学到的。”

诺大的庭院装满了李朝
锋小时候的物件，小到剃胡
刀，大到行李箱，都是他的珍
藏，“我是一个怀旧的人，看到
那些老物件派不上用场，被当
成垃圾扔掉，心里就觉得可
惜。这些‘老伙计’没了以前的
功能，但却是记忆、历史、文明
融合的载体。”

老物件“见证”改革开放，旧事“讲述”时代变迁

那那辆辆大大梁梁自自行行车车承承载载了了我我的的童童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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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农村到都市，从菜贩到
批发商，再到返乡创业种地瓜，
曹县庄寨镇车寨村村民李信这
位不服输的“庄稼汉”，如今流
转土地500亩种植地瓜，不仅为
村里的留守妇女和老人提供了
就业机会，还带动了周边农户
种植地瓜致富。下一步，他打算
进一步扩大种植规模，建设恒
温仓储中心，打造“香蜜薯”绿
色品牌，实现产品直通商超，让
消费者享用到物美价廉的地
瓜，让更多人跟着他搞地瓜种
植脱贫致富。

干地瓜批发生意8年
发现“新大陆”

今年42岁的李信是曹县庄
寨镇车寨村村民，作为当地的
地瓜种植大户，近日，齐鲁晚
报·齐鲁壹点记者见到李信时，
他正带领工人在地瓜种植基地
收获地瓜，在他建在田间地头
的简易办公室，李信向记者讲
述了他的创业故事。

李信的祖祖辈辈都种地，
轮到他种地时，他发现辛辛苦
苦种地并不挣钱，心思活络的
他便想着把农民种的果实卖出
去，这样可以挣到更多的钱。在
2002年，他靠着家里遗留下来
的一辆破三轮车和父母给的几
百块钱开始赶集卖菜，每天天
不亮他就起床到批发市场卖
菜，然后在集市上一蹲就是一

天，有时忙起来连饭都顾不得
吃……2006年，李信用辛辛苦
苦挣的钱在菏泽农产品批发市
场买了个摊位，干起了老本行，
由于他重诚信、服务好，生意越
做越大。

李信介绍说，再后来他去
了北京，在新发地农产品批发
市场搞红薯批发业务，一干就
是8年。这期间，他跑遍了全国
的大大小小的地瓜基地和农副
产品批发市场，了解了很多地
瓜品种，接触了很多地瓜种植
能手，跟他们学习了不少种植
经验。

有一次，李信在广州的农
产品市场上发现了“西瓜红”这
个地瓜品种，他了解到这个品
种无论从口感上还是品相上都
属上乘，市场反响也很好。

“这个品种好，我又懂市
场，种‘西瓜红’肯定能挣钱！”
李信就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

兴奋，有了返乡创业搞地瓜种
植的念头，他说，“咱菏泽地处
中原大地，属于我国南北气候
过渡地带，拥有独特的气候优
势，适合众多农作物的生长，应
该适合‘西瓜红’的生长。”

返乡种植地瓜
流转土地达500亩

创业哪能只凭着头脑一热
就匆匆“上马”？稳重的李信先
尝试着购进了“西瓜红”种苗，
发给在老家的弟弟试种，“让弟
弟在家试种了一二亩地的‘西
瓜红’，发现长势很好，收获的
地瓜品相和口感还可以。”李信
说，试种的基本成功说明老家
土地气候都适合‘西瓜红’的生
长，这坚定了他返乡搞地瓜种
植的决心。

2015年，李信回家流转土
地120亩，除了种植“西瓜红”，

他还种植了另一个挺有市场的
地瓜品种“烟薯25”。等到收获
季节，他的地瓜迎来大丰收，然
而到了市场上他看到人家的

“西瓜红”，才发现自家的“西瓜
红”外皮没有人家的颜色深，

“我种的比较外皮颜色较浅，里
面颜色也不一样。”李信说，这
让他心里一下没了底。

不过，经过跟正宗的“西瓜
红”一比口感，让他悬着的心彻
底轻松下来了。“同行和市民一
尝我这个地瓜的口感，比‘西瓜
红’还有‘烟薯25’等所有的地
瓜品种都好吃。”李信说，有一
天一个卖烤地瓜的大爷到市场
上找到他兴奋地说：“你快尝
尝，尝尝你种的这个地瓜是真
好吃，可好卖了。”

就这样，李信种植的地瓜
不仅打开了市场，而且一天一
个价地往上涨，从最初的无人
问津，到每斤2块钱，再到每斤3
块钱……由于市场好，到2017
年，李信种植了200亩地瓜，今
年，他又流转了300亩土地，到
2019年他将直接种植地瓜500
亩。

成立专业合作社
带动周边农户致富

李信说，他种出的这种地
瓜在市场都没有一样的，是他
同时种植“西瓜红”和“烟薯25”
偶然产出的一个新品种，这个
品种结合了前两个品种的优
点，得出了“1+1>2”的可喜结
果。因为这个新品种口感超好，

李信想来想去给他培育出的这
个地瓜起名“香蜜薯”。

为了将来把地瓜种植基地
做大做强，2016年，李信就成立
了曹县乡源种植专业合作社，
后来还注册了“李信”牌商标。
李信说，目前他的“香蜜薯”可
以说在市场上供不应求，为了
尽可能大的满足市场，同时带
动周边农户通过种植“香蜜薯”
致富奔小康，目前他吸收了20
多个种地大户种植“香蜜薯”，

“都不用我回收，他们自己就把
红薯卖了，一点不愁销路。”

除了带动农户种植致富，
李信还雇用了不少留守妇女和
老人作为长工或季节工，“每年
忙季是种植和收获时，时间长
达两个多月，用工量能达到四
五十口人。”李信介绍说。

近日，记者来到李信的地
瓜种植基地时，看到正有十多
个妇女在地里捡拾地瓜。“我曾
去新疆拾过棉花，也曾去南方
采茶，一天也就挣个百十块钱，
现在在这里一天也能挣到八九
十块钱。”正在往箱子里装地瓜
的聂大娘说道，今年她70岁了，
年龄大了，出门打工也没人要，
能在家门口挣钱，很知足。

李信说，下一步他将建设
恒温仓储中心，同时吸收更多
的农户加入到地瓜种植中来，
将“香蜜薯”的品质和产品都提
高上来，实现与大城市商超的
直接对接，届时“香蜜薯”将直
通商超，减少了中间环节和成
本，让消费者享用到物美价廉
的“香蜜薯。

曹县“地瓜哥”李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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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水井、连环画、录音机、大梁自行车……这些对现代年轻人
来说陌生的“老古董”，却是菏泽开发区琵李村李朝锋的心头宝。改
革开放四十年，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那些历经岁月洗礼的老物件
如今却成了时代变迁最好的“见证者”。

一根细长的压水杆连接着
井筒，向筒里注入适量的水后，
压水杆带动活塞将井水从地表
提取出来，这样一个构造简单
的压水井曾经是李朝锋一家获
取生活用水
的唯一工具。

“这个井在我
们家好多年
了 ，以 前 吃
水、用水都得
靠它。不像现
在的水龙头
那么方便，洗
衣服还得边
压边洗，一不
下心就会打
着下巴。”李
朝锋说。

由于压
水井提取的是地下水，“冬暖夏
凉”是地下水自身独有的特点。
没有冰箱的年代，一口井水是
忙碌了一天的农民最好的慰
藉。李朝锋回忆称，“一到夏天，
尤其是割麦子的时候，割了一

上午麦子，整个人热得不行，那
个时候不像现在有什么冰啤酒
之类的，用压水井打一瓢井水，
是最解暑的了。”

2000年，李朝锋家安上了
第一个自来
水龙头，手动
的压水井也
逐 渐“ 下 了
岗”，搁置在
庭院里，却一
直没被丢弃。

“ 现 在 生 活
方 便 了 ，即
使还能压出
水 来 ，也 很
少 用 它 ，放
在家里主要
是因为有了
感 情 ，看 见

它就想起了小时候的事。”压
水井不仅保存完好，李朝锋怕
它生锈，甚至还特地刷了一层
深红色的漆。焕然一新的压水
井成了李朝锋家一道特殊的
风景。

喝一口井水是夏天最好的“消暑神器”

和压水井一样“年纪”的，
还有大金鹿牌自行车。同早些
年的自行车一样，大金鹿牌自
行车也拥有黑色的车身，中间
横着车梁，宽大的车把锈迹斑
斑。这辆老式的大梁自行车曾
经花去了李朝锋父亲多半年
的工资。

“当年父亲在菏泽建筑
公司上班，一个月工资20块
钱，省吃俭用大半年,攒了120
元才买了一辆，是家里第一辆
自行车，也是唯一的交通工
具。”李朝锋说，“以前过得不
富裕，一个村也没多少辆自行

车，经常有人来借，骑着去城
里，15公里的路程，40分钟就
能到。”

大梁自行车车架高，轮子
大，骑着方便快捷，但对于初
学者来说却不是这么回事。五
六岁的李朝锋人小，个子不
高，不能像大人一样坐在车座

上骑，只能把腿从车梁下面伸
过去，侧着身子骑，因此没少
摔了跟头。“跟别的车不一样，
这个车往后蹬就是刹车，我刚
学的时候不适应，都是母亲在
后面扶着车座，帮我稳住平
衡。”李朝锋兄妹3人年少学车
时总是少不了母亲的身影。

连环画是年少时最爱的消遣方式

大梁自行车是家里唯一的交通工具

李李信信在在其其地地瓜瓜种种子子基基地地。。李信在其地瓜种子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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