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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童心绚丽诗 篇
在一首诗里
种植春天
钱万成

今天，
是儿童节
金本

——六一儿童节的祝福

张菱儿
笑吧，孩子

我想参加你们的种植比赛
但不是在阳台上

今天，是儿童节，
我们用什么来庆祝？

不是在花盆里
也不是在院子里的土地上

六月的花
因为这个日子而变得格外美丽

初夏，遇到一只白鹡鸰

六月笔会
王芳

笑吧，
孩子

谭旭东
初夏，在校园的草地上

把歌声和诗行都挂在草尖上

遇到一只白鹡鸰

于是，笔会在六月如期举行了

它在我跟前蹦跳
好像一个顽皮的孩子

它绽放最甜蜜的笑容
用鲜花和彩带吗？

祝福你

用舞蹈和歌声吗？
我要建造一座神奇的花园

不，今天，

要在一首诗里种植春天

我们要用
“呼喊”
来庆祝：

笑吧，孩子
六月的风

蜜蜂打开手机屏嗡嗡叫

哦，这是早晨一种美丽的相遇

六月的花儿香，听我把歌儿唱

我找到和自然相亲相爱的感觉

六月的蜂蜜香甜甜呀

白鹡鸰，我想起你在荷池边的歌声

甜得六月的阳光金灿灿

你比灰椋鸟的嗓音更加清脆
大草坪和杂木林的合唱多了一份婉转

因为这个日子而变得轻盈
我要种一棵高大的椰子树
让它结出满树椰子

把原子弹变成玩具吧！
因为战争仍在威胁着和平；

喜欢诗歌的小朋友来了

把兵工厂变成乐园吧！

每人赠送一个

因为暴力仍在破坏着安宁；

它捧着淡淡的花香
祝福你

笑吧，孩子

牵牛花举着一个小喇叭

白鹡鸰，下班的时候

冲着大地一声声地吟诵着

我坐在小路边的椅子上

娃儿们，起床了，
起床了

天色还没变暗

快快牵起太阳的手上学吧

我要等待你再次飞到眼前

还要种一片娇艳的冰凌花

把赌场变成小学校吧！

因为这个日子而变得脚步欢快

开在洁白的雪地上

因为腐败仍在侵害着文明；

它唱着动听的歌谣

只有那些不怕寒冷的孩子

把烈性酒变成面包吧！

才有机会看到

因为饥荒仍在吞噬着生命……

如果需要，还会

要知道，保卫儿童，

种一簇带刺的黄玫瑰

就是保卫我们这个星球！

让她告诉那些不懂礼貌的人

等到这些愿望实现的时候，

莽撞的后果很惨

我们将幸福地宣告：

祝福你

周三(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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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画味道
9:20 历史上的今天
9:30 电视剧：
湄公河大案（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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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姻历险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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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治方圆
19:50 西青新闻
20:15 诗书画
20:30 电视剧:湄公河大案（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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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赏你调皮的眼神和活泼的身影

六月的旋转木马
大鹏展开双翅，呼啦啦飞起来

听每一只小鸟的歌声

她朝着湛蓝的天空引吭高歌

我的心安静，对自然更加虔诚

歌唱蓝天的辽远，歌唱大地的宽阔
歌唱孩子们勤奋的学习生活

笑吧，孩子

我种出的春天不是一个季节

今天，是儿童节，

那是一个充满温馨

全人类的节日就是和平！

不分地域，超越寒暑
只属于小朋友的童话国度

六月
王如
六月
天空就像孩子的脸
一会儿哭
一会儿笑
我想，送她一个拨浪鼓
也好把她逗笑了

指挥一支部队
木糖

花儿像红蓼一样
我想，还是采一些嫩枝叶
送给爷爷
爷爷的腿就不痛了

六月
我想种上一亩
青青的萝卜
等到秋天送给乐儿兔
兔儿吃得胖胖的

打出一个美好的手势
祝福你

最大的秘密
藏在节日里
刁江波

他也展翅飞上蓝天，瞅着大地说

露珠银币
王立春

六月，不仅仅是儿童的六月
她是我们世间万物美好的传说

世界甜不甜
初八

挣了一地
露珠银币

儿童节

留给草孩子

每一个听话的小朋友
能拥有一口袋糖

一大早 风
不知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

彩色的气球飞一样

悬着火球似的太阳，甜

他主动做起

跳进蓝天妈妈的怀抱里

野菊花皱卷起花瓣，甜

草孩子的舞蹈老师

我要把认识的所有鸟

那种娇滴滴的劲儿

额头擦不完的汗珠，甜

小步跳 收两个银币

组建成一支部队

云朵们根本没法儿比

让它们

哎呀，谁让今天是儿童节呢？

挨家挨户送牛奶
陪心情差的人下跳棋

一张张可爱的笑脸呀

在云彩上开垦花园

像极了游乐场里的小飞车

把失踪的风筝与气球

正在欢快地东奔西跑

全都找回来

可是你们知道么？

儿童节的早晨

抖肩膀 收五个银币
可是，有蛀牙的小朋友
要少吃糖

等小草们伏下身子

于是，尝不到糖的滋味

练劈腿时

路边垂柳的细枝，不甜

摇摇晃晃走了

耳边第一声蝉鸣，不甜

不到一个上午

原来

里面藏着一个天大的秘密呢！

世界甜不甜

草孩子把妈妈挣的钱

是由自己来决定的

都花光了

搭一座桥

六一，变出一支麦克风

让小孩子们去天上

小朋友们希望

开运动会

递到解放军叔叔面前

周五(6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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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湄公河大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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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姻历险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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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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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湄公河大案（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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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揣起满地圆滚滚的银币

午后斑驳的树影，不甜

快乐是朵幸福的花儿

我的部队还能用羽毛

周四(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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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治方圆
9:20 历史上的今天
9:30 电视剧：
湄公河大案（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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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姻历险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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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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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湄公河大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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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夜妈妈一夜没睡

吃完后，会觉得

把看到的、听到的故事
指挥一支这样的部队

编成甜甜的歌

很累也很美

缓缓地从心底流向远方

只是，我担心自己长大后
不再有一个部下
听我的命令

也好陪我玩儿

造云师
山叶

瞧，世界都在挥舞着手臂

殿后的主角，当然是白头鹤

过节啦，过节啦

六月
怪柳开花了

今天是六一 ——你的节日

那些
露珠变花朵的日子
妙妙

隔壁的小蜗牛
孙红

②

你以为隔壁的小蜗牛
慢吞吞、懒洋洋？才不是呢！
他白天猫在家里写攻略：
要跨过雀儿溪上的彩虹桥，

①

再翻过涂满果蜜的小山丘，
在海的尽头，

六月的早晨

爬上结满红樱桃的绿藤条，

造云师正在云岛上

花儿们伸长脖子在等待

踮着脚尖呀够星星，

编织云朵。

等着我们评比

想要一个大大的灿烂的拥抱！

它们头顶上的小珍珠

嗯，要带上大善良、小勇敢，

有多圆，有多亮

还要带上咸的泪、甜的笑。

他用魔法手杖
把一团团的云材料

④

这一路啊，尽是未知……

拗出各种造型，

虫子们还在呼呼大睡

再想想，再想想，

然后放飞。

绿叶裹在雾水里

把能想到的都写上，记牢！

偷偷生长

到底能不能和小星星做朋友呢？

云朵们有了形状，

阳光哗啦啦洒下来

其实，他也不知道。

陆续升上天空。

一不留神

可那有什么关系？

嫌自己不好看的，

枝叶间又多出许多花朵

你看，夜幕降临后，
有个小身影，

就变幻出各种新造型，

究竟哪些是露珠变的

带着他的诗、带着他的画，

直到心里满意为止。

嘘，这是个秘密

还有他那颗金子般的心，出发啦！

周一(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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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迹
9:20 历史上的今天
9:30 电视剧：
湄公河大案(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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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历险记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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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湄公河大案（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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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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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党旗增辉
9:20 历史上的今天
9:30 电视剧：
湄公河大案（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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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姻历险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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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画味道
19:50 西青新闻
20:15 诗书画
20:30 电视剧：
湄公河大案（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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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我们开个笔会吧
白头鹤说，就在这忘忧草原上

西青电视台一周节目预告

③
①郁郁葱葱

②紫色的梦 ③蜕变

④海底世界

⑤田园乐趣

高兴（画）
高志信（画）

⑤

周六(6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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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湄公河大案（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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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姻历险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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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青能人
19:50 西青新闻
20:15 诗书画
20:30 电视剧：
湄公河大案（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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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日(6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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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湄公河大案（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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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历险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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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迹
19:50 西青新闻
20:15 诗书画
20:30 电视剧:湄公河大案（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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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