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刊16 ·聚焦西青2021年4月16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郭非 西青电视台一周节目预告
周一(4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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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两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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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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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迹
19:50西青新闻
20:15诗书画
20:30电视剧：温州两家人（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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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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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两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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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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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医健康
19:50西青新闻
20:15诗书画
20:30电视剧：温州两家人（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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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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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两家人(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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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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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青能人
19:50西青新闻
20:15诗书画
20:30电视剧：温州两家人（27-28）
22:00西青新闻
22:30西青能人
22:50光影纵横
23:45 都市开讲啦

周四(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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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青能人
9:20 历史上的今天
9:30 电视剧：温州两家人（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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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青能人
13:20致富经
13:55历史上的今天
14:00西青新闻
14:30西青能人
15:00口述
15:40电视剧：蜂鸟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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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两家人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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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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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说西青
9:20 历史上的今天
9:30 电视剧：温州两家人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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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鸟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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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两家人（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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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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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两家人（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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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鸟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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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两家人（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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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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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画味道
9:20 历史上的今天
9:30 电视剧：温州两家人（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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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蜂鸟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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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两家人36

天生要完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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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长约 1794公里的京杭大运
河，北起北京，南至杭州，贯通中国6
省市和5大水系。运河水孕育了沿
岸世代居民的生命，浇灌滋养了那里
的文明。

天津市的大运河段自北向南，流
经武清、北辰、河北、红桥、南开、西
青、静海7个区，全长195.5公里。大
运河是西青人的母亲河。大运河在
西青界内既有干流，也有支流。它的
干流自西向东贯穿辛口、杨柳青、中
北、西营门4个街镇，34公里长。它
的一条支流——运粮河——从明朝
开挖，流经张家窝、精武、李七庄、大
寺4个街镇；它的另外两条支流——
赤龙河、红泥河——流经王稳庄镇。
历史上，西青区的大部分村镇都是在
大运河及它的支流沿河而建、因河而
兴的，西青人的祖辈们大多都是枕河
而居、喝运河水长大的。

物阜民丰，人杰地灵。流动的大
运河孕育了西青繁荣辉煌，更孕育了
享有世界声誉的年画文化、大院文
化、精武文化和赶大营文化等独具魅
力的地域文化。可以说，没有大运河
就没有西青区，大运河是西青人的母
亲河！

随着城市建设的飞速发展，人
们深刻认识到，一座城市的魅力所
在，绝不仅仅表现在经济的硬实力

上，更表现在文化的软实力上。经
济是“筋”和“骨”，而文化是“气”和
“神”。离开了文化内涵底蕴，城市
化建设只能是钢筋混凝土的堆砌，
有形无神、有壳无魂。为壳注魂，让
魂归壳，魂壳交融，一个城市才能有
筋骨、有血肉、有活的灵魂，才会汇
聚人气，让人品读、赏玩、青睐。因
此，围绕千年大运河，充分挖掘、整
理它的历史文化，变旅游资源为旅
游资本，利用它厚重的历史和丰富
的人文资源，与城市的大发展相配
套、相依托、相交融，已经越来越有
必要，越来越刻不容缓。

从2008年开始，西青区组织新
闻媒体在《天津日报》《今晚报》《今晚
西青》上开设“寻根大运河”主题文库，
组织媒体记者和文化学者开展拉网

式乡土调查，特别是对60岁以上老人
开展了抢救性调查，并向全国大运河
流域省市征集文章，相继挖掘整理史
料文章500多篇，拍摄了大量照片。
挖掘出乾隆皇帝、明代文学家吴承恩
等古人吟咏西青的诗赋1100余篇；
挖掘考证出康熙、乾隆皇帝多次泊船
驻跸西青的史料；挖掘了杨柳青大院
区石、董、周、安、久等家族兴衰的史
料；探寻了霍元甲、韩慕侠、周恩来、
张学良、白玉霜等大量历史名人与西
青的深厚渊源；挖掘出明代大科学家
徐光启在天津培育稻米、花卉，引进
推广种植红薯的史实；寻找到曹雪芹
曾在水西庄撰写《红楼梦》的史料；历
史性地发现了天津有妈祖娘娘、岳飞
的后代家族；还抢救性整理了濒临失
传的运河船工号子和被誉为“天津民
俗活化石”的《缸鱼》年画……

随着乡土调查的不断深入，人们
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西青的文化不
是孤立的，离开整个大运河流域去挖
掘研究自己的地域文化是片面的、肤
浅的，还必须挖掘、探寻西青在历史
文化的发展演变上，到底与大运河沿
岸地区有哪些千丝万缕的联系。如
杨柳青年画为何被称之为“中国木版
年画之首、之冠”？为什么杨柳青年
画会有那么多描绘运河沿岸各地历
史故事、民间传说、风土民俗的题
材？霍元甲的迷踪拳和运河沿岸的
河北沧州的武术、山东临清的谭腿究
竟有哪些紧密联系？研究本土文化，
必须走出去，沿大运河寻根溯源。

从2011年开始，经过精心策划、
周密筹备，西青区成立了由新闻记
者、历史文化学者组成的“寻根大运
河”天津·西青记者采访团，于2012年
6月至2013年3月，沿京杭大运河北
上南下，开始了异地采访的寻根溯源
之旅。

按照“挖掘历史文化资料要有新
发现；对运河相关调查研究要有新成
果；古为今用、他为我用，对城市发展
要有新启示；宣传天津、加强交流要
结识新朋友”的指导原则，记者采访
团沿京杭大运河跨越了北京、天津、
河北、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等7个省

市，从京杭大运河的最北端北京的白
浮泉到最南端杭州的拱宸桥，沿河寻
访考察了30多个城市。

通过异地采访，寻根溯源，充分
挖掘、探究天津西青在历史、文化、
经济、政治、民俗、风物、宗教、社会
发展等方面与大运河千丝万缕的联
系，活动形成了400多篇成果文章
和大量照片、视频资料，为西青区开
发利用大运河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底
蕴和人文资源保障。同时，观照现
实，调查了运河沿岸城市是如何利
用大运河扩大知名度，发展文化、经
济，做大做强旅游产业，以及推进园
林城市、生态城市建设的，为西青的
城市全面建设发展提供他山之石以
资借鉴。

针对丰富众多的寻根成果，西青
区努力推进“寻根”活动成果的传播
工作，让这些优秀的运河文化“走出
去”。借助中央、市级新闻媒体进行
广泛传播；还通过百花文艺出版社、
天津人民出版社等出版机构，相继出
版《走进霜元甲》《正说霍元甲》《百年
精武》《赶大营》《杨柳青古诗萃》《崇
文尚武话西青》等图书，以此深度传
播运河文化。

为了让天津西青的运河文化“走
得更远”，西青区根据“寻根”成果，与
天津广播电视台国际频道联合组建摄
制组，沿大运河重点城市进行5集电视

纪录片《美的溯游》的拍摄，并在天津
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国际频道播出；
还派摄制组远赴俄罗斯，拍摄那里大
量收藏的100多年前的杨柳青年画珍
品。这些古版年画在我国几近绝迹，
成为孤品，其艺术价值难以估量。这
次拍摄，不但丰富了我们对杨柳年画
的认知，还向世人证明：杨柳青年画不
仅是中国的国宝，更是全世界的艺术
明珠！此外，西青区还与俄罗斯国家
电视台等合作，通过新闻报道、报纸专
版、电视专题，让西青优秀的运河文化
走向了全国、走向了世界，起到了把根
留住、让魂传承、扩大天津知名度和影
响力的作用。
本文选自《“寻根大运河”纪实卷》

发现千首古诗 彰显故垣轶事 探究中华文化

寻根之旅擦亮运河明珠
——西青区“寻根大运河”活动综述

□杨鸣起

作为地名，杨柳青充满了诗情画
意。然而，杨柳青之名最早形成于何时
呢？据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
10月版的《杨柳青镇志》记载：“元至正
三年（1343），文人揭傒斯游历至此，因
赋《杨柳青谣》，得名‘杨柳青’，始见今
称”。《西青区地名志》也持此说法。长久
以来，揭傒斯为杨柳青留名的说法受到
广泛认可，而究其原因恐怕与《杨柳青
谣》被认定为杨柳青作为地名的最早文
献有关。然而在“寻根大运河”活动中，
这种说法被否定了，我们发现了比《杨柳
青谣》更早记有杨柳青的大名的文献。
这就是元代著名诗人袁桷的《朱窝杨柳
青》诗。

我们在查阅古代文献时，于清代乾
隆年间的《钦定日下旧闻考》第一百十二
卷《臣等谨按柳口镇直沽寨俱属天津》条
目关于杨柳青的小注中发现有一首《朱
窝杨柳青》诗，作者是袁桷。诗曰：

朱窝杨柳青，自爱青青好。
亦如远行客，相逢不知老。

诗的后面注有出处——《清容居士
集》。此诗引起了我们极大的兴趣，因为
包括《杨柳青古诗萃》等所有辑录杨柳青
古诗的书籍均未收录过此诗。于是，我
们找来《清容居士集》，在第十三卷中，发
现了古风《朱窝杨柳青地近沧州，余爱其
名雅，作古调五首》，不只是《钦定日下旧
闻考》所载的那一首，而是共有五首！今
录如下：

一
朱窝杨柳青，明日是清明。
地下不识醉，悲欢总人情。

二
朱窝杨柳青，客亭尘漫漫。
为你多离别，我生无由完。

三
朱窝杨柳青，黄河泻如注。
还俟飞絮时，相同入海去。

四
朱窝杨柳青，自爱青青好。
亦如远行客，相逢不知老。

五
朱窝杨柳青，桃杏斗颜色。
颜色虽不同，时节各自得。

作者还特别标明：“朱窝杨柳青地近
沧州，余爱其名雅，作古调五首”。过去杨

柳青附近的沙窝砦、百万砦都属于横海
军，宋代废横海军而改沧州，所以确实两
地相近。至于作者为什么把杨柳青称为
朱窝杨柳青，我们不得而知。朱窝是“骰
子”的别称，也被借指赌场。或许杨柳青
在当时运河岸边以赌场闻名？这也未可
知。我们注意到，《朱窝杨柳青》诗被《御
选宋金元明四朝诗》《御选元诗》《元诗选》
等收录，但基本没有收全五首诗的。有趣
的是，有的诗集在收录时还把袁桷原来标
注的“作古调五首”改为“作古调三首”。
看来做搜集史料和考证工作不查阅原著
不行啊！

那么，《朱窝杨柳青》诗是否早于揭
傒斯的《杨柳青谣》呢？这个问题关系到
此诗是否为记载杨柳青地名的最早文
献，我们为此查阅了相关文献。

此诗作者袁桷是元代著名才子，
1266年出生，1327年去世，字伯长，号清
容居士，晚号见一居士。他是庆元鄞县
（今为浙江宁波鄞州区）人，元朝著名的
史学家、文学家、藏书家、书法家，是浙东
史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元朝大德年间
（1297-1307），历任翰林国史院检阅官、
翰林直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后来又
拜为侍讲学士。袁桷奉旨修元成宗、元
武宗、元仁宗三朝大典，获元英宗赏识，
并参与宋、辽、金史的撰写。泰定时辞官
还乡。赠中书省参知政事，逝世后被追
封为陈留郡公，谥文清。

据钱基博《中国文学史》讲，元代文
学“及孟頫以宋王孙征起，风流儒雅，天
子侧席；邓文原、袁桷连茹接踵，而南风
亦竞，于是虞、杨、范、揭，南州之秀，一时
并起”。（作者按：这里所说的“虞、杨、范、
揭”是指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这四
个人被称为“元诗四大家”。）而纪晓岚等
人在编纂《四库全书》时则称赞袁桷“其
诗格俊迈高华，造语亦多工炼，卓然能自
成一家。盖桷本旧家文献之遗，又当大
德延祐间为元治极盛之际，故其著作宏
富、气象光昌，蔚为承平雅颂之声。文采
风流遂为虞、杨、范、揭等先路之导，其承
前启后称一代文章之巨公良无愧色矣！”
可见在文学上袁桷是早于揭傒斯(公元
1274～1344年)等人成名的前辈大家，
是他们的“先路之导”。

而《清容居士文集》题跋中，《书正
肃公惩忿窒欲题扁》一篇袁桷的落款
为“泰定二年上巳日”（作者按：旧时指
农历三月的第一个巳日）。由此可以
推定《朱窝杨柳青》诗肯定作于泰定二
年（1325）之 前 ，是 早 于 至 正 三 年
（1343）揭傒斯所作的《杨柳青谣》的。
而《清容居士文集》也早于收录《杨柳
青谣》的揭傒斯文集《文安集》刻印出
版。可见，收录《朱窝杨柳青》诗的《清
容居士文集》是最早记录杨柳青之名
的古代文献。
本文选自《西青历史文化撷珍》

西青“寻根大运河”发现

杨柳青之名最早出处
□冯立

▲袁桷《清容居士集》书影

西青“寻根大运河”记者采访团成员在霍元甲祖籍东光安乐屯采访当地村民

西青区是大运河上的一颗历史文化明珠。她
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但岁月让她的许多历史
文化资源蒙上了尘土，不为今人所见。

2008年，旨在发掘西青历史文化资源的“寻根
大运河”活动开始策划，并开始在西青本土的历史
文化发掘工作。2012年，西青区委、区政府组织成
立了由新闻记者、历史文化学者组成的“寻根大运
河”天津记者采访团，沿京杭大运河北上南下，开始
了异地采访的寻根溯源之旅。

活动中，西青历史文化资源取得了很多新发现，
并对这些发现以及西青既有的文化资源进行了深入
的研究。为让这些成果落到实处，西青区融媒体中
心策划、西青区档案馆主编了《寻根大运河》系列丛
书，并于近日出版发行。丛书分为《“寻根大运河”纪
实卷》《西青历史文化撷珍》《运河沿岸西青文脉》《西
青古诗词集萃》《西青历史文化图集》五本，共178.5
万字。
《寻根大运河》系列丛书的出版，能够帮助人们

更好地溯源寻根，传承文脉，弘扬运河文化，保护好
绵延千年的文化纽带；能够帮助大运河重要节点建
设方案的完善；能够助力传承保护年画等民俗文
化、打造独具特色的历史名镇、构筑古韵悠扬的运
河村落，彰显历史文化底蕴和自然生态风光。它不
仅是西青区运河文化发掘展示的重大成果，更能够
为杨柳青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注入灵魂，让大运河
文化遗产“活”起来，为打造杨柳青大运河国家文化
公园这个新的运河明珠做出自己的贡献。

西青一直以抢救、挖掘、整理、传播西青区历史
文化为己任，除出版系列丛书外，还与天津电视台
联合录制纪录片《美的溯游·探寻杨柳青年画的故
事》，协助中央电视台纪录片频道拍摄的电视历史
纪录片《精武传奇》，与天津电视台联合拍摄的大型
人文电视纪录片《赶大营》，2020年先后在中央电
视台纪录片频道播出引起广泛反响，同时还联合杭
州、苏州、济宁、沧州、北京等省市9家融媒体中心，
启动“幸福照相馆·爱上大运河”全国九城融媒大行
动，并推出杨柳青年画娃娃表情包，让广大网民产
生共鸣，使西青成为百姓心中的“诗和远方”，助力
天津成为“网红城市”。

即日起，特开设《运河明珠》栏目，陆续刊载《寻
根大运河》系列丛书内容，为读者奉上一幅运河文
化风貌长卷。

《寻根大运河》系列丛书

西青“寻根大运河”记者采访团与沧州文史专家座谈

西青“寻根大运河”记者采访团向德州老船工赠送杨柳青年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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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溯游》摄制组沿途拍摄京杭大运河两岸风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