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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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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迹
9:20 历史上的今天
9:30 电视剧：八方传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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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的青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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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迹
19:50西青新闻
20:15诗书画
20:30电视剧：八方传奇(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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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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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党旗增辉
9:20 历史上的今天
9:30 电视剧：八方传奇(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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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的青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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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画味道
19:50西青新闻
20:15诗书画
20:30电视剧：八方传奇(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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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三(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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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画味道
9:20 历史上的今天
9:30 电视剧：八方传奇(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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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的青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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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方圆
19:50西青新闻
20:15诗书画
20:30电视剧:八方传奇(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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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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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治方圆
9:20 历史上的今天
9:30 电视剧：八方传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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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的青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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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方传奇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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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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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说西青
9:20 历史上的今天
9:30 电视剧：八方传奇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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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的青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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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方传奇(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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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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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方传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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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的青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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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医健康
19:50西青新闻
20:15诗书画
20:30电视剧：八方传奇(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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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日(5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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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方传奇(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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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美的青春36

婚姻历险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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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方传奇(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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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青摄影人·

插图 吴志刚 摄

试问人生：天地之间，还有哪种爱比得上
母爱？

母爱是什么？孟郊认为是慈母手中细细密
密的针线；比尔·盖茨曾说，在母亲那里得到的
是“虔诚和善良”；罗曼·罗兰写道：“母爱是一种
巨大的火焰”；邓肯告诉我们：“母爱是多么强
烈、自私、狂热地占据我们整个心灵的感情。”而
我最喜欢高尔基对母爱的赞美“母爱是世间最
伟大的力量，没有无私的，自我牺牲的母爱的帮
助，孩子的心灵将是一片荒漠”。

一千人有一千种评价，就像莎士比亚名言，
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但对于
母爱，都是充满了深情的赞美。

是的，生活在世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母
亲，每个母亲都为孩子付出过爱，或长或短，都
是缘分使然，那都是大爱，都是无私的、无疆的、
无利禄的。

母亲对我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别怕，有娘在。
八十年代初，我高考失利后，由于体弱无法

从事农业劳动，决定去千里之外的小城打工。
临行前忧心忡忡，一是担心父母的生活，二是对
于未知世界的恐惧。第一次出远门，忐忑不安
问这问那，父亲说：“只要你好好干，肯下功夫，
一定能干出个样儿来！干不出个样儿不要回
来。”母亲却对我说：“别怕，有娘在，干不下去就
回家，有娘吃的就有你吃的！”听罢我回过头去，
止不住的眼泪汹涌而出。是的，有娘在家就在，
我就有回头路。

当我准备刨腹产，没人照顾的时候，母亲突
然来到了我的眼前。令我惊讶地说不出话来，
我不知道大字不识一箩筐的六十多岁的母亲，
是怎样从偏远小村到县城，再坐上汽车迢迢千
里来到我居住的城市？那时没有电话、出租车，
母亲迈动着三寸金莲背一个大包袱一路奔波再
从一楼爬到三楼，寒冬腊月母亲已是大汗淋漓，
衣衫湿透。我兴奋地跑过去，扑进母亲的怀抱。
“别怕，有娘在！”母亲只是轻淡地说。而我，

禁不住失声痛哭。
最终，在母亲的鼓励下我侧切顺利生下八

斤重的女儿。
修完产假要上班了，我不得不把五个月大

的女儿送去幼儿园，孩子太小，又不适应幼儿
园，送了一段时间总是生病，不是感冒发烧咳
嗽、肺炎、扁导体发炎，就是拉肚子，一个月最少
进三次医院，弄得我总是请假无法正常工作，只
好请了一位保姆。孩子身体弱总是生病保姆也
不愿带，婆婆家里也离不开，丈夫想去找母亲
来，我考虑来考虑去也不好意思开口，因为父亲
得了前列腺癌，需要照顾。可当母亲知道后还
是来了，帮我照顾女儿二、三月，再回家照顾父
亲二、三月。就这样直到父亲去世。然后母亲
一住就是十几年，直到孩子上了大学才回到故
乡。而我，也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工人，成为一个
发表文学作品千余篇（首）的作家。只有我知
道，这一切都离不开母亲的支持和帮助。

母爱比天大，比地阔。
母爱，是一种向上的力。困难时给你安慰、

鼓励和帮助，哪怕所有的人都抛弃你，母亲也会
把你放在心上，倾其所有、无怨无悔帮助你、激
励你，勇往直前，永不服输！

母爱是一种向上的力
□ 孟宪华

清晨即起，忽然就好想打电话给母亲。只天色微萌时间尚
早，终于还是忍住。

春深初夏，晚间尚有寒凉。母亲一把年纪，睡眠越来越浅，
夜梦平常，加上偶尔起夜，醒来之后就很难再次入睡。天下的儿
女不过如此，唯愿母亲此刻不要这么早起。

芳菲满溢的四月，曾和母亲奔赴青春的田野撸榆钱、挖野
菜，仿若童年未去，自己顽皮得像个孩子。那一刻，母亲羸弱的
身影，仿佛也年轻了几许。

窗外泡桐花开过，大片大片的紫槐花一大串儿一大串儿的
垂瀑，清纯绝世的美。我单薄的衬衫挂在肩头，不想与谁比美，
却也有了绽放的意趣。转身一瞬，鼻息间隐隐甜甜的香气，母
亲臂弯里的柔糯格外温馨。还有庭院老屋晒过太阳的被子的
温暖。母亲是老了，每当弟兄几个急切切赶往减河岸有着地暖
两室一厅120平米的那处居所，尘世中疲惫的心灵便得以安抚
平静。父亲母亲常在，稻谷丰盈瓜果蔬菜的新鲜，连葱香也是
不老的安慰。
很少与母亲说爱，结婚前是，结婚后多年的劳碌繁琐，更没有

确切地表达。中国人的含蓄内敛，在与挚爱的家人共处时光里更
像是诗和远方，遥远而不真切。生活上的不如意是“倒”给母亲
的。事业艰难及面临的困境，不愿向他人透露，母亲的一通电话，
也足以让情绪得到平歇。电话那头亲切的话语以及唇齿间的一
鼻一吸，就像海的潮汐。进退之间，洗涤生活的沙砾。爱是爱了
的表达，无非金钱能够比拟，一件内衣半斤枇杷果，还有父亲最爱
吃的黄花鱼。菜市场里眼光百般的搜索，非要找到心心念念最称
心的那一个。每到周末，这也是我们弟兄几个必须要完成的功
课，母亲珍爱的水饺儿是必须要包的，素三鲜以及肉葫芦馅儿，要

分上下两层分开放进冰箱，码放冻好，一个星期每天一次的量。一台旧冰箱，母亲用了七八
年，竟成了家中我们每个人都很宠幸的电器。

周三过后，又在期待周末的来临，自母亲再次换过假牙，我奔波拥挤的闲暇时光就又多
了一层牵挂。不知道最近能否吃好睡好？还记得十年前母亲第一次装上假牙，说话时会发
出“嘶嘶”的声响，那种奇特的感觉仿佛就在昨日。时光荏苒，母亲一直习惯为家人操劳费
心，额头的青丝变白发，她俊秀的面颜几经风霜，身体越来越消瘦，行动也越来越迟缓。不
得不感叹，时光易逝，那些纯正的青涩的美好，一晃都不知道去了哪里。

网购了一个带有手柄的闪光陀螺给母亲，非豪车名礼，幼稚经典级小儿科玩具，出发前
执意要带上。不迷风尘，却相信世间轮回。人生极致老年和孩童。人老都说老小孩，老小
孩或许就是这么来的，预示极致的美好。陀螺的玩法其实很简单，却也相信它能带给我们
快乐！经过几番教学指点练习，陀螺终于在母亲的手腕自由地翻转，那一刻，我看到母亲挺
直了腰身。

窗外泡桐开过，大片大片的紫槐花发出诱人的香气！

泡
桐
开
过
槐
花
香

□
冰
棱
儿

妈妈，那日晚上与您在体育场散步归来时，
您执意自己走回住处，我只好同意。就是那天，
当我看到您的背影时，我知道咱们的角色应该
互换了！

那日，在昏黄的路灯下，我看见您歪斜着身
子，稍微架起两条胳膊尽力保持身体的平衡，一
步步稳稳地往前走着。我的心里不由得有些酸
楚，正想奔过去搀扶着您回家时，您忽然转过
身，冲我挥了挥手，示意我赶紧回家。我站在原
地一动没动，挥着手示意您先走，但您站在原地
一动不动，一个劲地向我挥着手。一时间，我们
僵持着在原地做着同样的动作。我着急了，隔
着一条马路边挥手边喊：“妈妈，您先走，我看着
您回到住处。”起初您的手依然在挥动，但没挪
动步子，就在我很不放心地奔向您的时候，您说
道：“不要过来了，我走了！”说着您又歪斜着身
子继续往前走，但时不时地还回头看看我。

妈妈，我知道您不放心我，我知道您还把
我当成小孩子，您习惯这样关爱您的孩子。即
使自己弱不禁风，力不从心的时候，你还会时
时刻刻惦记孩子的安危。妈妈，其实我也很贪
恋这种关爱，在我有困难的时候，我第一个想

到的是您，我多想您立刻出现在我身旁给我力
量；在我伤心的时候，我想到的也是您，我希望
您能像小时候一样揽我入怀安慰我；在我灰心
丧气的时候，我想到的是您，头脑中浮现您慈
祥而温和的面容时，我感受到了动力，明白了
什么叫努力和坚持……您就是神，拥有无穷的
智慧和力量，您给我的不仅是生命，更多的是
面对生活的勇气。

可是，妈妈您知道吗？就在这昏黄的路灯
下，在这寂静的夜晚里，我看到您稍显佝偻的背
影时，我发现您老了。您蹒跚的步伐让我感到
岁月的无情，您的子女长大成人了，而您却变得
如此让人怜惜。那一刻，我心中除了有微微的
疼痛之外，还意识到我不能再贪恋您给予我的
爱，我必须担负起保护和关爱您的责任，就像您
牵挂和关心我一样。妈妈，请您歇歇吧，不要再
为我担忧，我已经长大成人，已经具备了生活的
能力，更具备了赡养您的能力。

妈妈，您知道吗？当路灯下您的佝偻背影
在我脑海里定格的那一刻，我知道了身上又多
了一份责任。妈妈，以后就让我来呵护您，就像
您曾经呵护襁褓中的我一样吧！

与妈妈说说心里话
□ 陈彩洁

春天的阳光

催着花事一茬接着一茬

万紫千红的春

在风中摇摆

时光不动声色的

在一张俊脸上停留下来

渐渐地 脸上的皮肤褶皱起来

像大地流失了水土

又仿佛是风

匍匐着吹过水面

涟漪一晕一晕 划进心湖

搅着思绪在身体里纠葛

盯着我看的目光是温柔的

落下来的光

泛着淡淡的光晕

一脸春天的模样

我想 时时刻刻陷入你的怀抱

如同陷入泥沼 沉迷

无法自拔

就这样 心与心贴着 呼吸与呼吸连着

喜与悲都让我爱着

我想和你一起

选一个风平浪静的日子

吹一吹穿过椰林的细风

嗅一嗅南海浪花的味道

我想和你一起

在一片万里晴空下

看一看澄澈漓江的剪影

摸一摸峨眉顶上早间的云霞

我想和你一起

让时光逗留 或者停下

我有你爱着

岁月被爱暖着

一切静谧

安然

母亲
□ 宋福瑜

神游物外 天趣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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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青自古人才辈出，其中有文人雅士，有
武术名家，也有做官儿而位极人臣者。徐桐就
是西青历史上官儿做得最大的人。

徐桐(1819—1900)，字豫如，号荫轩。汉
军正蓝旗人。道光进士。1860年以前任翰林
院检讨，实录馆协修等职。成为同治帝登基后
的师傅。1870年以后，先后任太常寺卿、都察
院左副都御史、内阁学士、礼部右侍郎、礼部尚
书、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体仁阁大学士等
职。清代沿用明代内阁制，置三殿三阁(保和
殿、武英殿、文华殿、体仁阁、文渊阁、东阁)大学
士，为正一品，设满、汉头目各一人，相当于宰
相。戊戌政变后，徐桐深得慈禧信任，成为内
阁首辅，位极人臣。

客观来讲，徐桐有一腔爱国热忱，曾经力
阻赦免擅自与俄签订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
约》而被弹劾入狱的崇厚。但他坚决否定对清
封建体制的怀疑，反对变法维新。《清史稿》称
其“守旧，恶西学如仇。门人言新政者，屏不令
入谒”，乃至听到“维新”二字就生气，认为那是
对他坚持多年的理想信念的冒犯。他身体力
行，不用洋货，甚至不碰银元，因为银元多为墨
西哥制造。据《南亭笔记》记载：徐桐“尝在朝
房与某相闲谈，某相提及某侍御前上封章，其

言办事也，恐系违心之论，徐忽怫然曰：‘什么
叫做维新之论？我最不愿意听这些话头。’某
相退，告其门生曰：‘徐老头儿光景耳聋了。’”。

到戊戌变法失败，清廷议立端王载漪子溥
俊为“大阿哥”，徐桐主之甚力，进而被命为溥
俊的老师。

到义和团兴起时，徐桐非常高兴，认为
“中国当自此强矣！”还亲自去进行考察。据
罗惇曧《拳变余闻》记载，他专门拜访了义和
团的一位大师兄，并赠对联：创千古未有奇
闻，非左非邪，攻异端而正人心，忠孝节廉，
只此精诚未泯；为斯世少留佳话，一惊一喜，
仗神威以寒夷胆，农工商贾，于今怨愤能
消。有人认为，这位“大师兄”就是曾长期在
杨柳青及周围地区活动的义和团总首领李
来中。而《太平天国轶闻》中则有这样的记
载：“李来中，南人，曾隶属洪秀全部忠王李
秀成麾下。秀成败，来中涕泣呼号誓必复
仇。秀成慰之曰：‘尔大好男儿毋自戕。今
日已矣，度一二人力亦不能支，尔往徒速毙
耳。余观满清气运亦不越数十年。尔果有
志，当自重，为后来计也。’来中受命遂投入
山东白莲教，埋匿三十余年。毓贤抚山东，
奖励拳勇，来中乃诡投以扶清灭洋之说。毓

贤纳之，由是势大炽。及联军破天津，南人
有识来中者私叩之曰：‘今八国且联兵攻京，
若以兵力比例，彼胜我当百倍。而曰灭洋，
洋何能灭？曰扶清，清焉能扶？适自亡其国
而已。’来中曰：‘余何尝不知？惟余蓄志报
仇已三十年，今幸得间，岂敢失此好机会？
余所以辛苦来此者，求复仇已耳！成败非所
计也！’后遂遁去。”可以说，忠君爱国的徐桐
被李来中忽悠了。
《清史稿》记载：联军入，桐仓皇失措，承煜

请曰：“父芘拳匪，外人至，必不免，失大臣体。
盍殉国，儿当从侍地下耳！”桐乃投繯死，年八
十有二矣。而承煜遂亡走，为日军所拘，置之
顺天府尹署，与启秀俱明年正月正法。”

但无论如何，徐桐对大清的忠心是真的。
《庚子辛亥忠烈像赞》将徐桐收录其中，也算是
社会对他的认可，而他也确实是中国近代史上
的一位重要人物。

对于这样一位重量级历史人物，学术界对
其出生地却缺乏考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的《中国历史人物生卒年表》在徐桐
的籍贯处就是空缺。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的
《20世纪中华人物名字号辞典》则以徐桐为襄
平（今辽宁辽阳）人。2004年出版的《西青区

志》在第二十八编《人物》中记载其为西青人，
但未有文字考证。
“寻根大运河”活动中，我们查阅古籍，对

徐桐的身世做了考证，找到徐桐编撰的《先勤
恭公年谱》。在这本书中，徐桐叙述了其家世
渊源：

先世籍江西余干县。至明嘉靖年间，远祖
文亨公以辽东定辽后卫官籍登戊戌科进士，后
遂迁籍辽阳。三传至可魁公，从世祖章皇帝入
关至都督，使隶汉军籍。是为始迁之祖。二世
祖讳效忠，未仕。三世祖讳万诜，康熙癸卯科
举人，陕西宝鸡知县。时吴三桂叛，随大将军
图公海军中，救胁从难民数万人。皆以太高祖
官赠资政大夫。太高祖讳湛恩，官至河道总
督，罢归卜居津南静邑东乡大侯庄。高祖讳国
璟，官江南高湻县知县。曾祖讳绂，乾隆甲午
科举人，官江西乐平县知县。皆以府君官赠光
禄大夫。忠厚相承，代有阴德。至先大父赠光
禄大夫，讳镐，隐居不仕，惟以积善训子为事。
……
乾隆五十二年丁未十月十二日巳时，府君

生于静海县东乡大侯庄。
……
嘉庆二十四年己卯三十三岁应礼部试报

罢。四月不孝桐生。

徐桐在其《味道腴轩自记年谱》(稿本)中
说：“嘉庆二十四年己卯四月初九日酉时生于
津南静邑东乡大侯庄。”

以上记述，说明了徐桐家族的渊源、落户
大侯庄及其后几代人的情况。可以说，徐桐是
出自西青的一位重量级的历史名人。

本文选自《西青历史文化撷珍》

西青“寻根大运河”发现

对清末内阁首辅徐桐出生地的考证
□冯立 张一然

插图 吴志刚 摄

傍晚余晖 于培福 摄

风正劲 肖宏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