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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1月4日)
6:00长鸿说电影
7:01历史上的今天
7:15法治天下
7:50饮食养生汇
8:20西青新闻
8:50印迹
9:20历史上的今天
9:30电视剧：兵团岁月（12—13）
11:20生活帮
12:00旅游365
12:15历史上的今天
12:20西青新闻
12:50印迹
13:20致富经
13:55历史上的今天
14:00西青新闻
14:30印迹
15:00口述
15:40电视剧：别叫我兄弟18-19
17:28有一说一
17:58万家灯火
18:20中北新闻
18:30转播天津新闻
19:00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
19:30为党旗增辉
19:50西青新闻
20:15诗书画
20:30电视剧：兵团岁月（14—15）
22:00西青新闻
22:30为党旗增辉
22:50光影纵横
23:45都市开讲啦

周二(1月5日)
6:00长鸿说电影
7:01历史上的今天
7:15法治天下
7:50饮食养生汇
8:20西青新闻
8:50为党旗增辉
9:20历史上的今天
9:30电视剧：兵团岁月（14—15）
11:20生活帮
12:00旅游365
12:15历史上的今天
12:20西青新闻
12:50为党旗增辉
13:20致富经
13:55历史上的今天
14:00西青新闻
14:30为党旗增辉
15:00口述
15:40电视剧：别叫我兄弟20-21
17:28有一说一
17:58万家灯火
18:20中北新闻
18:30转播天津新闻
19:00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
19:30依医健康
19:50西青新闻
20:15诗书画
20:30电视剧：兵团岁月（16—17）
22:00西青新闻
22:30依医健康
22:50光影纵横
23:45都市开讲啦

周三(1月6日)
6:00长鸿说电影
7:01历史上的今天
7:15法治天下
7:50饮食养生汇
8:20西青新闻
8:50依医健康
9:20历史上的今天
9:30电视剧：兵团岁月（16—17）
11:20生活帮
12:00旅游365
12:15历史上的今天
12:20西青新闻
12:50依医健康
13:20致富经
13:55历史上的今天
14:00西青新闻
14:30依医健康
15:00口述
15:40电视剧：别叫我兄弟22-23
17:28有一说一
17:58万家灯火
18:20中北新闻
18:30转播天津新闻
19:00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
19:30法治方圆
19:50西青新闻
20:15诗书画
20:30电视剧：兵团岁月（18—19）
22:00西青新闻
22:30法治方圆
22:50光影纵横
23:45都市开讲啦

周四(1月7日)
6:00长鸿说电影
7:01历史上的今天
7:15法治天下
7:50饮食养生汇
8:20西青新闻
8:50法治方圆
9:20历史上的今天
9:30电视剧：兵团岁月（18—19）
11:20生活帮
12:00旅游365
12:15历史上的今天
12:20西青新闻
12:50法治方圆
13:20致富经
13:55历史上的今天
14:00西青新闻
14:30法治方圆
15:00口述
15:40电视剧：别叫我兄弟24-25
17:28有一说一
17:58万家灯火
18:20中北新闻
18:30转播天津新闻
19:00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
19:30游说西青
19:50西青新闻
20:15诗书画
20:30转播天津新闻频道百姓问政
21:10电视剧：兵团岁月20
22:00西青新闻
22:30游说西青
22:50光影纵横
23:45都市开讲啦

周五(1月8日)
6:00长鸿说电影
7:01历史上的今天
7:15法治天下
7:50饮食养生汇
8:20西青新闻
8:50游说西青
9:20历史上的今天
9:30电视剧：兵团岁月20
10:25光影纵横
11:20生活帮
12:00旅游365
12:15历史上的今天
12:20西青新闻
12:50游说西青
13:20致富经
13:55历史上的今天
14:00西青新闻
14:30游说西青
15:00口述
15:40电视剧：别叫我兄弟26-27
17:28有一说一
17:58万家灯火
18:20中北新闻
18:30转播天津新闻
19:00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
19:30联办栏目
19:40食品安全创建进行时
19:50西青新闻
20:15诗书画
20:30电视剧：兵团岁月（21-22）
22:00西青新闻
22:30联办栏目
22:40食品安全创建进行时
22:50光影纵横
23:45都市开讲啦

周六(1月9日)
6:00长鸿说电影
7:01历史上的今天
7:15法治天下
7:50饮食养生汇
8:20西青新闻
8:50食品安全创建进行时
9:00联办栏目
9:20历史上的今天
9:30电视剧：兵团岁月（21-22）
11:20生活帮
12:00旅游365
12:15历史上的今天
12:20西青新闻
12:50食品安全创建进行时
13:00联办栏目
13:20致富经
13:55历史上的今天
14:00西青新闻
14:30食品安全创建进行时
14:40联办栏目
15:00口述
15:40电视剧：别叫我兄弟28-29
17:28有一说一
17:58万家灯火
18:20中北新闻
18:30转播天津新闻
19:00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
19:30年画味道
19:50西青新闻
20:15诗书画
20:30电视剧：兵团岁月（23-24）
22:00西青新闻
22:30年画味道
22:50光影纵横
23:45都市开讲啦

周日(1月10日)
6:00长鸿说电影
7:01历史上的今天
7:15法治天下
7:50饮食养生汇
8:20西青新闻
8:50年画味道
9:20历史上的今天
9:30电视剧：兵团岁月（23-24）
11:20生活帮
12:00旅游365
12:15历史上的今天
12:20西青新闻
12:50年画味道
13:20致富经
13:55历史上的今天
14:00西青新闻
14:30年画味道
15:00口述
15:40电视剧：别叫我兄弟30-31
17:28有一说一
17:58万家灯火
18:20中北新闻
18:30转播天津新闻
19:00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
19:30印迹
19:50西青新闻
20:15诗书画
20:30电视剧：兵团岁月（25—26）
22:00西青新闻
22:30印迹
22:50光影纵横
23:45都市开讲啦

（以上内容由西青电视台提供，电视节目
以电视台当天播出时间为准。）

西青电视台一周节目预告

编者按：西青区文化
馆联合西青区作家协会、
杨柳青镇文化站在青阅
书苑城市书房共同举办
2020年西青区群众文学
工作总结暨迎新年文学
作品朗诵会。

参加本次活动的二
十余位文学爱好者声情
并茂地朗诵自己的原创
作品。既有深入学习党
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的感想，也有“学四史，铭
初心”系列教育活动的体
会，有讴歌西青区脱贫攻
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心声，有参加天津市作家
协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
激动，有不断追寻文学梦
的炽热，有对家乡大美西
青的赞颂……大家时而
激情满怀，时而柔情万
种，时而颂美好，时而感
人生。

本期选登部分作品，
以飨读者。

拙
笔

安
长
生
作

2020年西青区群众文学工作总结暨迎新年文学作品朗诵会作品选登

人这一生，有很多次聚会，亲人
聚，朋友聚，同学聚，战友聚等等，相
较而言，我更喜欢文人聚。文气汇
集，情趣风雅，诗酒唱和，纵论文章，
此等聚会，自古有之，被世人称作“文
人雅聚”。

2020年12月25日，西青区文化
馆主办文人聚会，西青区作家协会会
员多人参加，对一年文学创作工作进
行总结，重头戏则是文学作品朗诵
会。写作者们兴趣盎然，朗诵自己的
作品声情并茂，高潮此起彼伏，结束时
仍意犹未尽。

感受着如此热烈的场面，我猛然
回想起自己初次参加的文人聚会。那
是20世纪70年代初，那时我还算不
上文人。

1970年，豆蔻年华的我只是个生
产大队的通讯员。当时，付村公社主
管宣传的干部突然通知我，随他一起
去参加一个诗歌朗诵会。我万分惊
喜且受宠若惊，因为我有生以来还是
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更让我惶
恐的是，那位干部带我去的地方居然
是天津市群众艺术馆，参加诗歌朗诵
会的都是市级作家和艺术家。朗诵
者是天津人民广播电台著名播音员，

其中就有我崇拜的关山老师。诗作
者中，我印象最深的有东郊区农民谷
正义，因为他的农民身份和我一样，
因此记忆深刻。在诗歌朗诵会上，领
导向我介绍他认识的作家，其中有
《新港》文学主编刘品清，说他已经出
版一部长篇小说，写的好像是“草原
英雄小姐妹”的故事。我像傻子一
样，只是听，只是看，都不如“刘姥姥
进大观园”清醒。我是个卫南洼庄稼
地的土娃娃，突然进入文学殿堂，真
有些懵圈。

回来后我回味无穷，直到今日，
已回味五十年，每次回味都有不尽相
同的感受。对我来说，这一刺激实在
太大，那个冲击力，真如同一个苹果
被抛入大海波涛中一样，被冲来冲去
冲得晕头转向。有一段时间我很沮
丧，觉得文学殿堂中的人都是巨人，
我太渺小太渺小啦。自卑一段时间
后，我渐渐清醒，心想，有啥了不起，
我为啥就不行？不会，学呗！

在那之前，我喜欢读书，爱好文
学，但还没敢生出当作家的胆量。从
那以后，我逐渐确立人生坐标，此生就
当作家，目标就是让新华书店的书架
上出售我的两部书。立志以后，就开

始摸索，如同在暗夜中前行，不知光明
在哪个方向。最初投稿那几年，总是
失败，但我信念恒久不变，认定早晚会
成功。

有时回味，公社管宣传的干部
为啥带我去都市文学殿堂参加诗歌
朗诵会。也许，他从我的通讯文稿
中感觉到我有些写作天赋，是个可
造之材，所以带领我出去见世面。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的“阴谋”真
是得逞了，因为，从那以后我就开始
着魔，全力向文学进军，从此走向不
归路。

如此念念不忘那次跨世纪文人聚
会，是因为它对我影响深远，是它改变
了我的人生。

想到正在参加的2020年末的文
人聚会，在场的写作者老中青都有，聚
会一定会给每个个体带来不同的感受
和收获。雅聚有魔力，会使参与者难
以忘怀；雅聚是磁场，会使作家们于交
流中碰撞出火花；雅聚能互相启迪，会
使作家们产生灵感；雅聚更是核聚变，
能为作家充足电，上足发条，产生强大
动力，去创作更多作品！ 此次文人聚
会，相信会影响到一些人，也会因影响
而出现新作品。

跨世纪文人聚会
晨曲

在西青，我喜欢这样一种生活

于清晨听风声鸟鸣

用手机相机摄录

总有一些惊喜引人走入另一条小径

在西青，总有一种感动

每每走进晨光，总想高声吟赋

百花的春天，蝴蝶翩跹

各色潮衣闪现花丛

在西青，总有无比的自豪

油然在匆匆的人群

晨练中打太极的老人

那眼神，分明是自强自立的尚武精神

在西青，我赞叹每一次相逢

露珠、霞光与车水马龙

多令人亢奋！

您看！

那扎着小辫儿的孩童

像不像刚从杨柳青年画中

走出的大头娃娃

那可是喜乐富足的象征

在西青，我喜欢这样一种生活

提笔吟诗，行走作画

啊，朗朗的读书声。每一笔尖峰

都蕴含着安逸平和坚强和勇猛

在西青，我喜欢这样的生活

用真诚感动，用双手创新

每一次出行都不辱使命

峥嵘坚定，砥砺前行

在西青，有一种幸福叫与众不同

花海沉醉，崛起中永生

耕耘的种子在发芽

懵懂的故事在成长

在西青，每天有无数的惊喜和改变在等你

等你来体验，等你来发现

在西青，我喜欢这样一种生活

身心愉悦，轻轻松松

有种幸福叫在西青

有种幸运叫与众不同

是的，我在西青

这里有崇文尚武的意志

这里有运河文化的传承

是的，我家在西青

漫步杨柳青青的水岸，手指轻扬，水墨点染

在西青，每天有无数的惊喜和改变在等你

等你来体验，等你来发现

在西青，我喜欢这样一种生活
冰棱儿

青砖旧巷宫槐侧，古朴芸台知识藏。

谈吐斯文书卷气，挥毫沉稳笔凝章。

鸿篇写出惊天地，诗赋吟来绽蕊芳。

憧憬征程多美好，蓝图绘就莫彷徨。

七律·写给朗诵会
程静生

的确，不属于一个人

归于地心引力，还是云的召唤？

感觉像一千个人眼里的哈姆雷特

像一粒野生的草籽一样

谁又能改变她的命脉呢？

那些落到——

房顶、枝头、篱笆、泥土、水坑的……

是不是都是因果

烹雪煮茶是残忍的

我只能把房前屋后，通往

节气的小径，打扫干净

指一班春天的列车给你

这样，你就能乘上时光的高铁

去往故乡。你是知道的

那里民风淳朴，十里桃花，遍地牛羊

还有一条河

冬雪的归处
孟宪华

呼呼作响的北风，在天刚刚擦
黑的时候止了，仿佛指挥家在最后
一个音符将要结束时，干脆利落的
收势。

有风的冬日，叶片凋零的灌木丛，
干枯的枝桠纠集在一起，似是想用这
种看上去紧密、实际上疏离的关系，抵
御寒冷来势汹汹的侵袭。风，穿行在
枯树枝子遗留的缝隙中，像携了彩色
丝线的绣花针，穿越与回返，把冬天席
卷的大地刻画成干脆、纯净的样子。
世界因此变得简洁起来，往日里繁琐
浮躁的心被收紧，如同在这个季节中
冬眠的小虫，在休养生息中静静等候
来年燕雀的归来。

寒冷，眷顾起周遭过往的人群，亲
密地送上一个又一个香吻，一脸坏笑
地看着躲避不急的人们。此时，她还
不甘心，绕过衣物纤维织就的藩篱，攀
越了紧紧缠绕在脖颈的羊毛围巾，直
逼人的骨髓。冷，让人打着哆嗦，轻轻
由嘴里飘然而出的白色雾气轻盈升
腾，似是一帧随意而为的图画，悠悠然
晕染开来。

阳光透过玻璃窗射进来，房间里
密闭的空气被烘烤得暖洋洋。如果不
是大脑在无休无止地转动，真想让时
间就这样凝滞下来。若我有幸的话，
最好可以成为松柏油里那个被凝固、
被定格在最美时期的小虫，有软弱的

触角和一身绚烂的颜色。冥想中，繁
华与嘈杂失了血般苍白。金色的阳光
酣畅淋漓地照耀着，给这个世界抹上
一层柔和的橙色。

安静——这种状态对于我来说，
近乎奢求。大概在忙于找寻其芳踪的
时候，却离她越来越遥远吧。好像就
是这样充满矛盾，在无法融合中还得
相依相存。群居在城市中，想静下心
来，真不是容易做到的，只好在无限遐
想的瞬间，去体会久违的静谧中的那
一丝甜香。我一直试图为自己营造这
样的氛围，可是外界众多的诱惑拼了
命向我抛媚眼，于是我常常会陷在深
深的迷醉中，不能清醒。

身边的友人，一个一个出门远行
了。此时的南方温暖如春。朋友说：
天很蓝，水很蓝。想来，心也一样蔚
蓝吧！不管温暖还是寒冷，心里的一
份收获才是最重要的。我正盼望着，
盼望着朋友回来讲述发生在那里的
故事。

随时随地感慨时间的流逝，这是
以前从没有过的体会。眼看着一年
由春到冬，再由冬到下一个冬天，真
正可以拥有的空空如也。于是，我
尝试回忆，尝试着在回忆中找到一
点慰藉。可是，脑海中值得回味的
东西太浅太薄了，如同鸡肋，食之无
味，弃之又觉得可惜。我只好在无

聊的时候碰触一下，旋即躲得很远
很远。

冬日暖阳里，身体被太阳光包
裹，困意袭来，朦胧中羡慕着那些经
历颇丰的朋友。青涩的学生时光仿
佛依然如故，现在遇上的幸福似是
愈加优美、生动起来。与之相比，我
的经历肤浅，所以才会有平庸无奇
的人生，权且当成一种人生成长
吧。或许在我羡慕别人的时候，也
会有人羡慕我！世界上哪里会有十
全十美的人生呢？人，就是这样的，
想必冥冥中，上苍已经安排好一切，
属于谁，谁就欣然接受吧！改变也
好，固守也罢，选择了就坦然面对，
一路披荆斩棘。

这是冬季中最为朴素的日子，黑、
白、灰的色彩涂抹了城市的天际。也
许，简单地说它平凡是武断的。在每
一个看似平凡的背后，都蕴藏了许多
有待我们发现的光环。

冬日在属于它的季节里悄悄地来
了，又将在不久以后安静地离开……

在冬天的风中
周童

找个大晴天，起个大早儿，拿上
渔具和饵料，精挑细选一个最佳位
置，兴致勃勃地将鱼钩抛入水中，然
后慢慢地坐下来，静静地等待鱼儿上
钩。望着涟漪微微的水面，我在心里
默念着新学的钓鱼心法，期盼着鱼儿
多多。可是，时代在进步，科技在发
展，显然鱼儿们也不再是千百年前姜
太公鱼竿之下的旧模样。它们的智
商也在大幅提高。于是，人与鱼之间
这种智慧与耐心的较量更加持久了。

我眼睛都不敢眨一下，生怕错过
那关键的一刻，让鱼儿吃了我的鱼饵
还没事儿似地逃之夭夭。俗话说，家
雀虽小，五脏俱全。小小的鱼儿也是
如此。它们实战经验丰富，不大不小
地又将我戏耍了一番。我一次一次地
将鱼线抛了又提，提了又抛。光溜溜
的鱼钩一次一次地闪着寂寞的光泽，
一次一次地冲着太阳傻笑出一片灿
烂，似乎每一次都带着些许的鱼腥
味。我的信心，我的自尊，我的骄傲，
一次一次地受到伤害。于是，我开始
思索，不知是哪一位先人发明了钓鱼
这种人鱼较量的游戏，想来必是人们
满足口腹之需和寻求心理满足的结果
吧。姜太公钓的是“愿者上钩”的鱼；

“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唐人张志和附庸的是一种风雅；而“独
钓寒江雪”则是另外一种意境……我
没有前人的修为和素养，只把钓鱼作
为一种休闲方式。我似乎觉得手中的
鱼竿、鱼线和鱼钩像是我的手臂延伸
开来的触角。它要探寻的不止是欢游
的鱼儿，还有悠悠水中那颗永远驿动
着的心。

是啊，在远离海的蔚蓝和辽阔，
它们逐水而居，高贵地行走，擎着自
由，仿佛高擎着春的花朵。又或一跃
而起，羽翅划过天际，彰显着小小身
体的无尽力量和无数内心的丰盈感
受。洞悉了这隐秘，似乎让我受宠若
惊，我的胸膛团了满满的一腔敬畏。
常感，我就是一颗溺水的微尘，躺卧
在高山云天之下，在它们唇齿的吞吐
之间，与流动的水一同走向遥远。

此时的我由衷慨叹自然的美丽
与伟大，企盼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其实，钓得到钓不到鱼并不重
要。有谚云：应该注重过程，不必在
意结果。钓鱼的乐趣不就在于此
吗？愿你我的身体和心灵，在生活趣
味与理性思维之间都能够自由切换，
美丽行走。

钓
小谷子

我的家在杨柳青，一座北方的历史
文化名镇。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
“先有杨柳青，后有天津卫。”这座古镇就
像一位娴静的美人伫立在运河之畔，枕
着流淌的运河水在千年岁月的荡涤下积
淀了沉静的美。

她的美，是沉静的、内敛的、由内而
外的，并非妖冶张扬之姿，这是我最爱她
的原因。每当清晨，踏着清新的朝露沿
河而上，岸边的绿柳随风摇曳，拱石桥在
朝霞的映衬下，白玉栏杆勾勒出淡淡的
光晕，游廊曲折雕梁画柱。沿着石桥拾
级而上，只要细心体会，就会感受到她的
温情、她的韧性和她无尽的生命力。每
一滴运河水都记录着过去，铭刻着历史，
望着悠悠的河水，仿佛循着她的足迹穿
越千年。走着、想着，便生出一种朴素的
情感。夜晚的运河更有一种说不出的古
韵，白玉桥上凭栏仰望，独对满天的星
斗。定睛凝望，那些小的星、暗的星，忽
明忽暗，逐渐亮起来、大起来，在靛蓝的
幕布上活跃起来，一派欣欣向荣的模
样。映着宁静的河水，那些来自遥远的
叫卖声、号子声、嬉闹声，由远及近逐渐
清晰起来，一个一个活泼的念头在脑海
中活跃起来。仿佛耳边纤夫喊着响亮的
号子，踏着铿锵的步子，紧绷着纤绳逆流
而上，运河上画舫游船往来穿梭，岸边商
铺林立、酒旗招展。“村旗夸酒莲花白，津
鼓开帆杨柳青。壮岁惊心频客路，故乡
回首几长亭……”诱着南来北往的过客
陶醉其中。不知何时，几句浓浓的乡音
钻进耳朵，将我的飘远思绪拉了回来。
如今的运河岸边依然商铺林立，热闹如
往昔，仿佛岁月静止，历史风韵被镌刻到
骨子里。是啊，现在的杨柳青在一代代
匠人的传承下，仍然延续着杨柳青年画
制作的古老技艺，一个个活泼可爱、憨态
可掬的杨柳青胖娃娃跃然纸上，用他们
的方式讲述着“家家会点染，户户善丹
青”的动人故事。还有那传统小食酥糖，
精心熬制，香甜酥脆，入口即化，芝香萦
绕，在琳琅满目的零食中仍然能使我回
味无穷。千百年来，未改变的还有那憨
直、淳朴的乡音，我想今后无论走到哪
里，身在何处，只听上一句乡音，便能感
受到无限温暖与依赖。

运河边的杨柳青，虽没有粉墙黛瓦，
寒烟拢翠，吴音侬语的柔美，却是那样的
宽容谦和、淡泊宁静，以宽广的心胸笑迎
八方来客，以谦逊的姿态兼容并蓄四海
文化。杨柳青这颗北方明珠已然熠熠生
辉、大放光彩。

运河水波光潋滟，闪耀着点点星辉，
养育了一方人，成就了一方文化，惟愿岁
月静好，浅笑嫣然。

枕水人家
宋福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