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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3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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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家大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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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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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湾家人（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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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家大院（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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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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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家大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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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湾家人（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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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家大院（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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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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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家大院（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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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湾家人（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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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宅门（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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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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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宅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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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湾家人（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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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家大院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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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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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家大院（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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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湾家人（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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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家大院（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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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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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家大院（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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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湾家人（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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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家大院（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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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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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家大院（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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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湾家人（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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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家大院（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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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我到你的学校时已近中午，
参观校舍，发完东西后已是午饭时
间。你们的午餐很简单，一盒牛奶，几
块饼干。

别的同学都已经吃完，回到教室，
只有你还坐在草地上吃东西。你一身
红色校服，上面斑斑点点有许多污渍，
响晴的天，脚上却套着一双雨靴。

我走近你，你把头低得更低，有些
紧张。山里的孩子大多怯见生人，我
能理解。

突然，我发现你吃的不是牛奶饼
干，而是小半塑料袋凉米饭和一点榨
菜。我感到愕然和不解，刚才发的免
费午餐呢？

我俯下身去，轻声问，怎么吃剩米
饭？你的牛奶饼干呢？你不吭声，动
作更快地将手伸向塑料袋里，抓米饭
塞进嘴里，像是要掩饰着什么。可能
慌乱，你不小心将几粒米饭掉在衣襟
上，你想也没想，用手指捏起饭粒，一
粒一粒放进嘴里。

我又问一句：怎么不吃牛奶饼
干？你缓缓抬起头，又低下去，用手指
指口袋。原来，你把午餐放在了这
儿。我感到奇怪，你为什么不吃而要
藏起来？半晌，你才嗫嚅着说，留给外
婆吃，外婆没喝过这个牌子的牛奶
……

我惊呆了！这是多么懂事孝顺的

孩子啊！自己吃从家里带来的剩米饭
和榨菜，却要省下学校发的牛奶饼干
给外婆吃！这样的孩子谁见过呢？我
的泪不由流了下来。我已年过六旬，
世间的悲欢离合不知见过多少，早已
心如止水，可这时，却还是为你哽咽
了。我真想抱抱你，带你进城里吃一
顿大餐。

通过打听，我才知道你三四岁时，
家中发生变故，和妹妹从很远的地方
来到这儿，跟着外公外婆生活。两位
老人年事已高，还要照顾你们，日子过
得有些辛苦。尽管如此，当我给了你
衣服、鞋子、书包后，又把身上仅有的
100元钱递给你时，你却一再推开我
的手，低声重复着，谢谢、谢谢，不要、
不要！你小小的年纪，却像个小大人
儿一样，执意不收别人的馈赠……

后来，有好心人每学期给你一千
元资助，我们也会继续资助着你读
书。听说，你现在过得很好呢，我们放
心了！

藏午餐给外婆吃的日子，将会永
远过去。

藏午餐的孩子
张书迎

当温暖的阳光第一次照射在车间
里的时候，我知道工厂的春天就要来了。

工厂坐落在工业园区，因为没有
高楼大厦的隔挡，每年冬天这里都吹
着冷冽的寒风。这些冷风吹裂了工人
的手和脸，也把他们的双眼吹成了眯
眯眼。

春天来了，工人们纷纷摘下厚重
的大棉帽子。暖风抚摸着他们那被飒
飒的冷风吹得红彤彤的脸颊，干裂的
脸皮像喷了爽肤水一样，渐渐红润了。

工厂里的春天不似别处，没有披
着嫩绿色新衣的挺拔的大树，没有混
合着薰衣草味的扑面而来的香气，也
没有涓涓流淌的河水，只有从地里生
长出的叫不上来名字的野花、野草，还
有偶尔飞进来的三三两两的蝴蝶和蜜
蜂。这里除了工作人员，很少有人靠
近，更别提来观赏这里的春天了。

因为工作的关系，每年初春的时
候，我都要来这里采集土壤和地下水
样品，监测它们，以守护在这里工作的

人们的身体健康。工作之余，我总会
观察周围的景色。这里的景色大都是
灰白色的，白漆刷成的厂房、罐体，因
为常年生产的缘故，都染上了一层灰
色，变成了灰白。白色的硬化地面，天
长日久，都布满了细细的裂纹，也变成
了灰白色。笼罩在工人脸上的神情，
沉默而严肃。

有一天，我的目光转移到生长在
地里的小野花上。是啊，春天来了，就
算只是一朵小野花，也有权利接受春
的洗礼。

我常常看着小花发呆。它是天蓝
色的，花瓣很小，喜欢平直地把自己舒
展开，呈五边形状。一阵微风吹过，它
也跟着轻轻摇曳。它不似花园里的桃
花、梨花那样娇贵，周围也没有大树的
庇护和簇拥的小草，可是它就这样倔
强地生长在这片土地上，仿佛在告诉
我：“你看，我就是这条街最靓的仔！”

是啊，它就是这条街最靓的仔。
不管周围的条件怎样，自己的姿态是
否有人观赏，都那样倔强地盛开着。
因为相信，细心的人总会发现它的存
在，赞赏它的独特，歌颂它的伟大。就
算没有人发现，它也自由自在，就像烟
火里的尘埃，活出了自己的色彩。

连一朵小野花都知道的道理，我
们怎么会不懂呢？

我们也是如此啊。于天地来说，
我们虽然是渺小的存在，但却拥有无
限的力量。工厂里的每个工人虽然穿
着朴素，脸上油污，但都是倔强的小
草，为社会发展默默做贡献。他们都
是有价值的人，值得被爱的人，是那条
街上最靓的仔！

工厂里的春天
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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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松龄好酒，《聊斋》的创作过程
被他称作是“浮白载笔”，那么书中自
然少不了很多与饮酒相关的故事，比
如《酒友》《郭秀才》等短篇。
《酒友》是则小短篇，讲的是一人

一狐因酷爱饮酒而相识成为莫逆之
交的故事。在蒲松龄创作的《聊斋》
各色人物中，他俩渺小得影响不了别
人，可也足能让读者感到温馨。
《酒友》的主角叫车生，家中并不

富裕，但车生嗜酒如命，每晚无酒不
能入睡。某晚醉醒的他发觉酒瓮已
空，一只喝醉了的狐狸躺在身旁酣
睡。车生笑称遇到了位酒友，就将衣
服盖在狐狸身上。狐狸睡醒后化作
一个美少年，向车生叩谢不杀之恩。
车生不以为意，表示想和狐狸做一位
酒中知己，告诉他“可常临，无相
猜”。此后，狐仙常来共饮，二人相见
恨晚。时间久了，虽然车生还是那么
好客，但狐仙感到朋友家贫，屡次叨
扰很是过意不去，便告诉车生哪里有
路人遗失的银两，哪里的地下有埋藏
的铜钱，让其不再发愁无钱买酒。此
后，狐仙又指导车生囤积荞麦，购买
肥田，辅佐他成为了一方财主，二人
的关系也愈发亲密，连车生的妻子、
孩子都跟狐仙十分亲近，狐仙“呼生
妻以嫂，视子犹子焉”，这一关系一直
持续到了车生去世。当自己的酒友
故去后，狐仙便也消失了。

我一直觉得车生是一个十分可
敬的人，他心地善良，没有因狐仙是
异类而对他下杀手，反倒愿意和他成
为朋友、成为知己；他心思单纯，从不
贪心，和狐仙交朋友绝不是打算“放
长线钓大鱼”。车生家境虽不好，却
没有怠慢狐仙，当狐仙过意不去时，
车生言道“斗酒之欢，何置齿颊”，这
点酒钱或许是从本就捉襟见肘的开
销中艰难节省下来的，但车生却轻描
淡写，在他眼里这和先前的不杀之恩

一样根本不值一提。当他依照狐仙
嘱托捡到遗落路旁的二两白银，又从
家中后园挖出千枚铜钱后，开心地说
道：“囊中已自有，莫漫愁沽矣。”这份
毫无雕饰的喜悦，读者透过文字都能
感受得到，再后来致富了的车生也没
有跋扈与不仁，依然和狐仙珍视着这
宝贵的友谊，狐仙也陪伴了他一生。
反观卷八短篇《雨钱》中的穷秀才，仗
着自己和狐仙是朋友关系就让狐仙
施法变钱给自己花，惹得狐仙气愤绝
交而去；卷九《金陵乙》中贩卖假酒的
小贩某乙，同样是发现只醉酒的狐
仙，某乙却以性命相威胁让它帮忙迷
奸邻妇，三个故事的主角一比，人物
形象高下立判。再《酒友》虽是一则
容易被遗忘的小故事，但它却始终散
发着人性良善的光芒。与车生这样
淳朴的人相交，我们能够放下戒心，
卸去“铠甲”，交往得欣然、坦然。
《聊斋》卷七《郭秀才》，则是一篇

秀才邂逅酒局、宾主皆欢的故事，也
告诉了世人什么才是对待饮酒的“正
确态度”。

广东一名郭姓秀才访友归来，半
夜迷路误入深山，看到有十多个人借
着月色席地饮酒，便向他们问路。这
群人好客，邀他一起入座品酒赏月，
本身就诙谐风趣的郭秀才欣然应
允。喝了人家的酒，郭秀才亮出了自
己的看家本领——口技！他先是偷
偷模仿燕子叫，一会儿又模仿杜鹃
啼，最后还仿鹦鹉学舌的声音说了
句：“郭秀才醉矣，送他归也。”众人一
开始十分惊讶，慢慢才发现是郭秀才
捣鬼，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宾主之
间欢快的气氛，也达到了高潮。分别
前，众人邀请郭秀才中秋时再来此处
相聚，并言道下次还要邀请一位名为
“青娘子”的姑娘一同前来，说罢便为
郭秀才表演了他们的绝技叠罗汉。
十多个人抓着手臂踩着肩膀叠在一
起，而后“挺然倒地，化为修道一线”，
倒在地上化为一条小路，惊讶的郭秀
才这才知道他们不是人类，沿着这条
小路出山回了家。回家后，心里有些
后怕的郭秀才没再赴约，此事不了了
之。故事内容虽然点到为止，却回味
无穷，《郭秀才》堪比张岱《陶庵梦忆》
中的名篇《湖心亭看雪》：一个是行夜
路于山中逢人席地聚饮，一个是乘雪
泛舟湖上遇客亭中自酌。前者是宾
主共赏明月，各自献上拿手绝技并续
订中秋之约；后者是强饮三大杯后洒
脱离去。彼此虽不相识，但相逢何必
曾相识，心灵之契合，杯酒足矣。

《聊斋》中的“饮酒”
刘炜

书香西青

悦读进行时

亲爱的儿子艟：
见字如面！
好久没有提笔写信了，千言万

语不知从哪里开始，我想先送你这
首妈妈写的小诗：

少年行走在沿海的公路上
凉风袭过
风里裹挟着太平洋底
鹦鹉螺的歌声
遥远、恍惚、飘渺
看不到
只有微弱的声音在耳际游荡
于是，你说
我要远行
好吧
我说：趁着青春年少的时候
二十四年前一个充满阳光的冬

日，你健康平安地呱呱落地。在妈
妈眼里，你是整个病房乃至我见过
的刚出生的小孩子里最好看的。你
的到来，让全家都高兴不已，也让新
手的我们手忙脚乱。

我们早早开始为你准备降临人
间的“代码”，在众多选择中最后还
是你老爸在字典里发现了我们都以
为有意义的“艟”字。原因是妈妈叫
周童，而这个“艟”拆开正好像极了
我的名字。天下竟有如此巧合之
事，实乃大幸！另外我也看了它的

含义，是古代的战船。以我对“船”
的理解，它是一种平台和载体，可以
携你乘风破浪，见识更广阔的天地，
亦可以带你平安归港。只是我们忽
略了这是一个生僻字，被很多人念
成“童”，最主要的还是它笔画太
多，真不知道年幼的你是怎么一次
次写出来的。

元旦回老家翻出来你小时候的
照片，妈妈真是“骄傲”得不要不要
的。这些可都是我的作品，它记录
了你从婴儿到少年，再到青年的一
点一滴的成长过程。有时候妈妈会
跟你念叨影像的重要性：有些事情
会遗忘，有照片在，便能帮助找到来
龙去脉。可能是因为我喜欢摄影，
在我记录的同时也愿意让你跟着一
起行动。你是一个天生有“艺术细
胞”的孩子，小时候给老妈拍的照片
拿现在的眼光看依然棒棒的。只是
你有你的兴趣爱好，拍片不是你吃
的“瓜”。不过让人欣慰的是，你出
国留学的这几年，经常拍摄并分享
一些作品，每一个细微的变化都会
让人觉得非常开心。

整理你的照片，朋友都说我是
想儿子了。怎么能不想呢？你已经
有一年多没有回家了，妈妈一直在
等你平安归来。到时候，妈妈天天

给你做好吃好喝的。最好，我们能
一起出去旅行，看看祖国的大好河
山，体验一下各地的人文、美食。
一说到玩儿，妈妈的小心脏就开始
“狂躁”。嘿嘿，妈妈已经开始期待
喽……对了，你老姥姥抱着刚出生
不久的你的照片，妈妈看哭了好几
回。你知道，妈妈跟你一样，都是
在姥姥家长大的。2011 年咱们在
国外探亲期间，你老姥姥去世和妈
妈突然高烧到爆表的时间惊人地吻
合，我一直觉得这是心灵感应。想
念的悲伤也是幸福的吧！时至今
日，我突然发觉你被老姥姥抱着、
看着，是一个多么幸福有运气的孩
子啊！我想等到天暖和了，去她的
墓地看看，带束花给她吧。

我记得你很小的时候，会左右
开弓般地猛亲我的脸；看见飞机就
指着喊爸爸；我们去北京天安门广
场、动物园，你乖得让人心疼；第一
次上幼儿园可怜地哭闹；六一儿童
节“小指挥”的样子；上学前班时小
小的背影；小学的时候你在卫生间
洗澡，温暖的灯光从门缝里散发出
来；我们一起散步时你说我“幼稚”；
你洪亮地跟我讲着《少年中国说》；
从山东到天津，再到出国留学，你经
历少年的成长烦恼和青年的奋发图

强。妈妈一直都在心里感谢你，因
为你的好，让我没心没肺地热爱东、
喜欢西，其实牵挂你才是我们的“主
题”。现在你已是小青年了，爸妈也
给了你足够的空间和尊重。现在的
你，正处在人生最美好的阶段，有梦
想、有规划并为之努力进取。这方
面当之无愧是妈妈的榜样。妈妈
呢？热爱生活，活力充沛，充满好奇
心和探索欲，在这一块儿或许能够
成为你的“偶像”。人生不止，我们
该懂得相互借鉴、汲取。

昨天从微信朋友圈看到一句
话：让生活充满朝气的，不只是人生
目标，还有生活本身。一直以来，他
都沉浸在自己定的目标里，忘记了
怎样去生活。年轻的你有抱负之
心，这是好事，值得肯定和鼓励。但
是在向前的道路上，也要学会适时
放下。现在的你，在我们眼里已经
很优秀了。妈妈希望你可以在生活
和社会的“大学校”里，得到更广阔
的东西。

亲爱的儿子，请你理解及原谅
一颗当妈妈的心。我的愿望很简
单，只希望你开心快乐、幸福健康、
色彩斑斓地成长，仅此而已！

时光荏苒，娘心如昨依然童心
满满，惟愿我儿，意气风发青春如
少年。

啰嗦这么多，赶紧送上祝福
吧！祝亲爱的你——生日快乐，万
事通达，平安健康！

想说的话太多，暂且到此吧！

爱你的妈妈

愿你青春如少年
——给儿子的信

周童

一
叩首殷勤问老牛，
躬耕不辍欲何求。
开犁茂苑云还卷，
锄尽荒芜雨未收。
腹馁风餐茅岭外，
身疲露宿柳溪头。
着先鞭下跷蹄疾，
踏破黄昏满背秋。

二
执鞭随镫竞春牛，
绕过青山向绿畴。
猫掌风微开柳眼，
茅茨雨细洗犁头。
插秧不问田间鹭，
耥稻还惊水上鸥。
徙倚藤萝裁露簟，
黄昏半卧白蘋洲。

三
勤劳憨厚老黄牛，
默默耕耘不识愁。
未举蒲鞭蹄角疾，
常披犁轭汗珠流。
锄禾万垄风缠袖，
稼穑千畦雨洗头。
驮背斜阳空自好，
更怜牧笛绕汀洲。

四
长鞭一甩赶青牛，
脊背黄昏雨已收。
牧笛横吹春草绿，
步犁高傍暮云稠。
耕耘岭上先邀月，
播种畦田不见鸥。
莫拟山川矜旷达，
老翁扶杖更风流。

五
梯田倒映拓荒牛，
不待扬鞭下绿畴。
播散梨云飘峭壑，
耕翻杏雨满犁沟。
回鞍空载山前月，
揽辔惊飞草上鸠。
背驮牧童横柳笛，
黄昏绕过小溪头。

六
耙地还须老黑牛，
拖泥涉水不回头。
犁开拂晓云千朵，
耕尽黄昏月半钩。
汗滴成珠枷下滚，
长鞭掠影耳边抽。
精疲力竭频摇尾，
砥砺前行满背愁。

七
风逐榆鞭打快牛，
扬蹄荡起柳花球。
腰缠騑辔频摇尾，
背驮耘耙直摆头。
听鸟应怜云里燕，
锄禾还羡草边鸠。
夕阳西下空相忆，
月上栏杆莫强求。

八
杨柳鞭催玳瑁牛，
耕云播雨小溪头。
耘锄芷岸轻衔辔，
抱瓮桑田暗解裘。
耙遍千畦春草浅，
犁开万壑暮烟稠。
清泉半盏谁相许，
坐卧黄昏饮自由。

九
开荒岭上见骊牛，
踏破春泥不肯收。
拂晓披云耕石壑，
黄昏揽月播沙丘。
驾车空载梨花雨，
衔勒还寻白鹭洲。
低首牵犁勤摆尾，
背驮青鹊也风流。

十
草绳牵引落花牛，
踏过桃溪不转头。
背上横箫吹料峭，
鞍前飞鹊啭风流。
蹉跎归去青鸾辔，
回首空悬白玉钩。
柳陌扶犁耕笃厚，
晚来入梦也温柔。

七律·咏牛
张立民

舞春风 曹乾祥 画·书画欣赏·

杏核是游戏工具。
孩子们或在吃杏儿时留着杏

核，或去捡拾，攒够了就和伙伴
们一起玩。

玩时大家聚在一起，围成一个
圈。每人把杏核拿出来，然后攥起
拳头，摆在一起，喊一二，大家一起
张开手，看谁手中的杏核多，谁就
第一个弹。

第一个人把所有人手中的杏
核敛在自己手中，向地上撒去。看
好哪一对既可以弹又碰不着别的
杏核，再用姆指和中指张开最大距
离做“尺子”（这样为一“哈”），两个
杏核之间能被“哈”上，就用食指在
它们的中间划一道线，然后用姆指
和食指去弹这两个杏核中的一
个。如果这个杏核弹出去后撞在
另一个上，这两个杏核就归他了。
他再哈其它的，哈上再弹，重复着
上述方法。如果哈不上，换另一个
孩子弹。如果哈上了，弹不上，也
换另一个孩子。如果弹时撞上其
它的杏核，更要换另一个孩子。有
的孩子把杏核输光了，只能再去
捡，攒够了再玩。

弹杏核
徐文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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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柳青儿童百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