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个游戏至少也得七、八个小伙伴
一起玩，否则人少了玩起来也没大意
思。一群小朋友手拉手围成圈儿，蹲下，
松开手，这事先已经通过“石头剪子步或
锛撬裹”的方式确定下来某个小朋友当
“唬”，他手里提拉着小手绢，等待游戏的
开始。有一个小朋友喊：“一拜起。”众伙
伴立刻拍手唱起“丢丢，丢手绢嘞，丢了
一天没丢掉嘞，累了找个门墩坐一坐嘞”
伙伴们唱着歌，当“唬”的小朋友提拉着
手绢顺着孩子围的圈儿在圈儿外转，当
他转到认为能够代替他当“唬”的小伙伴
身后，就随着“找个门墩坐一坐嘞”的歌
声欠着身子坐到这个小伙伴的后背，然
后把手绢放到这个小伙伴的屁股底下，
突然就围着圈儿跑，如果这小伙伴发现
后，抬起手绢就开始追他，众伙伴就为拿
手绢的小朋友鼓劲、加油。当“唬”的孩
子跑了一圈儿跑到刚才起来追他的那个
小伙伴蹲的地方蹲下，拿手绢的小朋友
只好认输，因为他（她）没追到他（她），也
只好当“唬”，再重复刚才的游戏。有的
小朋友聪明，坐在小朋友背后不把手绢
扔到这个小朋友屁股底下，把手绢藏在
手心儿就跑，这个小朋友认为在自己这
儿就站起来做出跑的姿势，但要拿到手
绢才能跑，找了半天没找到，就在大伙注
意这个小朋友时，当“唬”的孩子已经转
了一圈儿到了他（她）跟前儿，这个孩子
争辩着“你搅赖，不算，重来”“谁让你不
注意的，快来当‘唬’吧”“我不玩了，你搅

赖。”说着他（她）起身就走。大伙起哄
“你搅赖，搅赖!”“行，行，行，你别走，我重
丢还不行吗？”那孩子又回到原来的地方
蹲下。这种事多发生在女孩子身上，男
孩子他会站起来当“唬”。有的当“唬”的
孩子调皮，坐在小伙伴背上不走，成心压
底下的伙伴，那孩子支不住，就一屁股坐
在地上，站起来对当“唬”的孩子喊“你赖
搅，不跟你玩了。”大伙一哄而散，不理当
“唬”的孩子，到别的地方再玩，那孩子追
着大家一个劲央求他们，再也不那样做
了，还发誓“我要是再玩赖，让我变成大
猪八。”然后，把嘴鼓起来做猪嘴状，把众
伙伴逗笑。

丢手绢
徐文路

杨柳青儿童百戏

丢手绢 王宝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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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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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迹
9:20 历史上的今天
9:30 电视剧：雪豹（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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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名卫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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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豹（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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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党旗增辉
9:20 历史上的今天
9:30 电视剧：雪豹（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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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名卫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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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豹（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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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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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画味道
9:20 历史上的今天
9:30 电视剧：雪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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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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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名卫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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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青能人
19:50 西青新闻
20:15 诗书画
20:30 电视剧:雪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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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四(7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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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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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名卫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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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豹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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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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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豹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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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名卫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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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豹（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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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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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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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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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名卫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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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医健康
19:50 西青新闻
20:15 诗书画
20:30 电视剧：雪豹（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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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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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医健康
9:20 历史上的今天
9:30 电视剧：雪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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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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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名卫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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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豹（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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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画欣赏·

书香西青

悦读进行时

蜡烛上炙烤的香精的气味让人昏
昏欲睡，除了它的功劳外另一半功劳要
记在炎炎夏日的头上。近来被一事困
扰，继说与友听！此事说大不大说小不
小，有点儿像这个季节知了的叫声，偶
尔会影响到人的睡眠。而此刻，耳朵里
的蝉声响起，仿佛试图唤醒一个正在打
盹的人。

起床前友人发来两张图片，她说
有必要分享给我，打开看是季羡林的
《毁誉》：“我自己有一个颇为不寻常的
经验。我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有某一位

学者，过去对于他的存在，我一点都不
知道；然而，他却同我结了怨。因为，
我现在所占有的位置，他认为本来是
应该属于他的，是我这个“鸠”把他这
个“鹊”的“巢”给占据了。因此，勃然
对我心怀不满。我被蒙在鼓里，很久
很久，最后才有人透了点风给我。”季
先生不认识毁他之人，实乃万幸，他仍
可以悠然自得去做学问，用文字的魅
力传递思想、影响人们的认知。不过
若是季先生早早知道，他会用什么样
的妙招去破解？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由于各人禀

赋不同，遗传基因不同，生活环境不同；
所以各人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等
等，都不会一样，都会有点差别。比如吃
饭，有人爱吃辣，有人爱吃咸，有人爱吃
酸，如此等等。又比如穿衣，有人爱红，
有人爱绿，有人爱黑，如此等等。在这种
情况下，最好是各人自是其是，而不必非
人之非。俗语说：‘各扫自家门前雪，不
管他人瓦上霜。’这话本来有点贬义，我
们可以正用。每个人都会有友，也会有
‘非友’，我不用‘敌’这个词儿，避免误
会。”季先生所思正好是当下我之所想，
人们各自管理好自己那些事，要么咬牙

奋斗，要么埋头苦干，要么默默奉献，去
实现设定的愿望与目标。人没有包袱可
以轻松上阵，跑的快了自然可以看到更
多风景，而这些别人不曾遇的景致就成
了属于个体独有的宝贝。
“好誉而恶毁，人之常情，无可非议。古
代豁达之人倡导把毁誉置之度外。我
则另持异说，我主张把毁誉置之度内。
置之度外，可能表示一个人心胸开阔；
但是，我有点担心，这有可能表示一个
人的糊涂或颟顸。我主张对毁誉要加
以细致地分析。首先要分清：谁毁你？
谁誉你？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
由于什么原因？这些情况弄不清楚，只
谈毁誉，至少是有点模糊。”此生多谢季
大师醍醐，冷静之余接受灌顶，开动脑
子去思考、去分析，或是用一个懒人的
方法，交与他人帮着写诊断、开药方
子。而别人给的诊断上赫然写着几个
大字：……！给我开出的解药是：放之，
放之。时至今日，突然茅塞顿开，人们
常常蔑视那些打着正义旗号无端诋毁
旁人的做法，它可能会在短时间里带给
自己一些收益，可是未来的日子里早晚
会显露出急功近利的真面目。善待是
美德这个无可厚非，那就善待那些喜毁

之人，让他们的语言抑或是行为成为推
动自己向前的动力，生活的本质是什
么？我理解为一种美好与另一种美好
接触、碰撞的过程，两种强大又浩瀚的
力量相聚所迸发出来的璀璨，才是人类
最终期盼的愿景。
“好多年来，我曾有过一个‘良好’的

愿望：我对每个人都好，也希望每个人对
我都好。只望有誉，不能有毁。最近我
恍然大悟，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果真
有一个人，人人都说他好，这个人很可能
是一个极端圆滑的人，圆滑到琉璃球又
能长只脚的程度。”看完此话我不由得一
个抱拳，大师的通透真是让人佩服，也让
我顿时从被人“毁”的困惑中释然，继而
心生窃喜：原来我不是一个人人都说好
的极端圆滑的人。
“毁誉”之词大都出自别人口舌，

被“毁”时不自贬、不焦躁；被“誉”时
要清醒，不自大。在平凡的生活中，
充满阳光地度过不平淡的日子，尽量
去追随和守护内心的纯净，而善良不
用挂在嘴上，它是一种思想、一种情
感、一种表达，自然的像来去自如的
风，像电闪像雷鸣，从不刻意才是人
之大美。

读季羡林，也说“毁誉”
周童 嘉兴风雷震九天，南湖潋滟荡红船。

劈波斩浪腾千壑，破雾披云过万川。
洗马池旁枪炮响，滕王阁外炬烛燃。
疾驱虎豹挥梢棒，执缚豺狼抖铁拳。
篝火映红根据地，星光照亮井冈山。
披荆初试刀和斧，斫路高擎戟与镰。
赣水苍茫腥雨冷，闽云叆叇血风寒。
黄洋界上轰钢炮，五指峰头跨鞁鞍。
遵义城头挥巨手，兵袭赤水把敌歼。
金沙江畔狂涛卷，泸定桥边铁索悬。
饮雪充饥爬草地，踏冰挨冻越荒原。
骑戈驮走千峰雨，披甲撑开万岭烟。
策马驱驰吴起镇，挥师横跨雁门关。
凌空抽剑劈狼尾，掠影投矛斩虎冠。
五岳松涛摧峭涧，太行烽火耸峦巅。
长沙会战硝烟滚，晋北争锋鼓角传。
宣化店前风凓冽，竹竿河外雨茫然。
黯云飞渡葫芦岛，瘴雾涳蒙净月潭。
骐骥成群驰塞北，雄师百万下江南。
骋舟破浪追穷寇，鼓旆随轺碾蕞残。
金鸡唱晓东方亮，红日轮光处处圆。
发奋图强开伟业，励精更始创鸿篇。
鲲鹏展翅晴空阔，骏马扬蹄视野宽。
百舸争流铺锦绣，千帆竟渡起波澜。
高举红旗跟党走，扬眉吐气尽欢颜。
改革开放谋发展，助困扶贫克险艰。
众志成城坚似铁，同舟共济稳如磐。
辉煌铺就中华梦，国富民强大有年。

颂歌献给党（新韵）
张立民

《寄情山水间》王大成

·诗苑荟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