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学毕业了，与社会接轨的步
伐也加快了，可是我对步入社会还
是心生畏惧。我怕社会的复杂、怕
各种各样的变化，我怕自己应付不
来。每次与妈妈谈起，我都露出怯
色。妈妈选了一个周日的午后，从
书架上取下一本叫做《感谢折磨你
的人》的书籍，约我一起坐在书房
中，边品茶边共同品读这本书，帮着
我调整心态，以更好地迎接即将到
来的新生活。

妈妈说，这是一本充满人生大
智慧的书籍。这本书曾经帮她度过
人生中的坎坷，教会了她如何面对
生活中的一次次不如人意，让她学
会了面对问题，更学会了迎难而上，
寻求自我突破。人生在世，与人接
触在所难免。不要胆怯与人相处，
即使那个人处处与你不合拍，你都
要用感恩的心态去对待。因为她对
你的为难与折磨，促使你去思考，进
而成长了……妈妈的一番话让我对

这本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还没等
妈妈把话说完就迫不及待地拿起书
去翻阅。

就在这时，妈妈又对我说：“咱
们先一起看看内容简介吧。这是一
本书内容的总括，也能看出这本书
想要表达的主题思想。”我仔细端详
了一下这本书，比划了一下，它的厚
度差不多就是我的大拇指的长度，
若是想在短时间内抓住文章的主旨
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于是，
我听从妈妈的话，在扉页上找到了
这本书的内容简介。内容简介只有
几百字，但是提纲挈领，一下就让我
知道了这本书的主题思想，上面写
道：人生在世，折磨无处不在。在工
作中，要受老板、上司、同事的折磨；
在事业上，要受竞争对手的折磨；在
生活中，要受朋友、恋人、亲人、邻居
甚至毫不相干的陌生人的折磨。此
外，还要承受命运的嘲弄，以及各种
难以预料的天灾人祸。可以说，人

的一生从本质上讲就是从无尽折磨
中走过的。看了这些话，我觉得有
些危言耸听，甚至感觉这本书充满
了灰色的消极，于是想弃书不看。

妈妈看出了我的心思，于是对
我笑了笑，说道：“你不要急于下结
论，先耐心继续往下看。”我有些抵
触，但还是顺从妈妈的意思继续阅
读。我调整了一下情绪，在妈妈引
导下，不禁读出声来：“其实换一种
眼光看世界，这些折磨对人生并不
是完全是消极的，有时反而是一种
促使人成长的积极因素。俗话说：
刀不磨不锋利，人不磨不成器。一
个没有经历过折磨的人永远无法提
高能力。如果我们有朝一日功成名
就，第一个要感谢的就是在工作和
生活中曾经折磨过自己的人，因为
正是他们使我们变得更加坚强、勇
敢和自信。”读到这里我不禁浑身充
满了力量。我停下来，看了看妈妈，
妈妈又笑了，问道：“现在你有什么

感想呢？”我略加思索后，说：“妈妈，
虽然我还没有步入社会，也没有经
历过太多的人事纷争，但是我现在
能够正确看待在成长中遇到的伤
心，以及伤害过我的人了。仔细想
想，那些曾经伤害过我的人，让我学
会了思索和面对，提升了我的认知
和能力。我在大学做了多年的社团
干部，期间经历的种种事情，遇到的
形形色色的人，正是在经历痛苦折
磨后，我才逐步得到了提升。他们
激活了我的神经和智慧，让我不断
超越自己，进而呈现出现在的自
己。我虽然不很优秀，但是我却敢
于面对任何问题。我处理人际关系
常常犯怵，但是我却不躲避。即使
我讨厌复杂，即使我胆怯，我也绝不
退缩。”

妈妈听了我的话，十分欣慰地
笑了，说道：“那咱们继续往下读。
这次妈妈与你齐读，怎么样？”对于
妈妈这样的亲子陪伴，我感到十分
幸福，听到她要与我共读句子，我突
然找到了童年时期的美好感觉，于
是我们俩在分别品了一口茶后，进
入了状态：“人生中，重要的不是发
生了什么事，而是我们处理它的方
法和态度，只要懂得从黑夜中发现
光明，从伤害中蓄积力量，走出阴
影，迎来的就是成功。”

亲子阅读：共享美好时光
女儿：周璇，大学毕业生

妈妈：陈彩洁，天津市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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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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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迹
9:20历史上的今天
9:30电视剧：希望的大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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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国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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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之路10-11
17:28家国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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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的大地（4-5）
22:00西青新闻
22:30为党旗增辉
22:50长鸿说电影
23:45都市开讲啦

周二(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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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党旗增辉
9:20历史上的今天
9:30电视剧：希望的大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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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国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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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之路12-13
17:28家国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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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的大地（6-7）
22:00西青新闻
22:30依医健康
22:50长鸿说电影
23:45 都市开讲啦

周三(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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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医健康
9:20历史上的今天
9:30电视剧：希望的大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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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医健康
13:20家国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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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之路14-15
17:28家国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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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的大地（8-9）
22:00西青新闻
22:30法治方圆
22:50长鸿说电影
23:45都市开讲啦

周四(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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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方圆
9:20历史上的今天
9:30电视剧：希望的大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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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国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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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之路16-17
17:28家国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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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的大地（10）
22:00西青新闻
22:30游说西青
22:50长鸿说电影
23:45 都市开讲啦

周五(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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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说西青
9:20历史上的今天
9:30电视剧：希望的大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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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国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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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之路18-19
17:28家国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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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的大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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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鸿说电影
23:45都市开讲啦

周六(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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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的大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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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国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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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之路20-21
17:28家国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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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的大地（13-14）
22:00西青新闻
22:30年画味道
22:50长鸿说电影
23:45都市开讲啦

周日(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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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画味道
9:20历史上的今天
9:30电视剧：希望的大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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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画味道
13:20家国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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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之路22-23
17:28家国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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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的大地（15-16）
22:00西青新闻
22:30印迹
22:50长鸿说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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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书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古人云：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大
概古人寒窗苦读十年，很多是为了科举高
中，改变生活境遇吧，其中也可能失去很
多读书的乐趣。我觉得读书能使快节奏
的生活慢下来，能使枯萎的内心丰盈，能
让阅读者对世间万物充满想往，书页中安
静的一隅，便是疲惫生活的避风港湾。

有了女儿以后，为了让她从小养成爱
读书的好习惯，体会到书中的乐趣，更是
为了能跟孩子有更多的情感交流，慢慢地
我开始同孩子一起阅读，从绘本读起，一
直到世界名著，埋头在书的世界里，无波，
亦无浪。

可能是大多家长的教育习惯使然，我
也不例外，孩子的启蒙教育从国学抓起。
女儿不到一岁时，咿呀学语，我每天坚持
给她读《三字经》。在反复教授的过程中，
我对百读不厌、历久弥新这两个成语有了
亲身的体会。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我与女
儿一起读书的过程中，她学说话的速度惊
人得快，到一岁半时已经能够背诵通篇。
不论工作多忙，我每天坚持教孩子读一首
诗或词，期间给我最多帮助的便是叶嘉莹
先生编著的《给孩子的古诗词》一书。书
中收录作品218首，都是耳熟能详的名家
名作。如《敕勒歌》，“天苍苍，野茫茫，风
吹草低见牛羊。”仿佛自己置身于茫茫草

原，在地与天的连接处，在起伏的山丘上，
一群群的牛羊就像是一朵朵圣洁的花朵，
在绿色的画毯上铺将开来；又如陈子昂的
《登幽州台歌》，陈子昂在千年前登上幽州
台时，吟咏了悲怆的诗篇，他有没有想到
千年之后依旧耸峙于悠悠天地间，在岁月
的雕琢下，独自奏响幽州故地的铿锵赞歌
呢。细读慢品这218首作品，无不深深地
记录了作者的身世历程、博大胸襟和生活
闲趣，使我不禁陶醉其中，不能自拔。

都说教学相长，作为一名家长，不敢
以老师自称，但在同孩子一起阅读的过程
中，终是体会到了亲子阅读的乐趣。阅读
中会和女儿一起感受喜怒哀乐，体会人间
冷暖，有时也会被女儿稀奇古怪的问题搞
得焦头烂额，更幸福的是使自己沉浸在书
卷中，忘了烦恼、忘了忧伤——我想，这就
是一起读书的幸福所在。

醉心书卷，书中或带着露水的微凉，
或浸润着淡淡的忧伤，亦或流露着晨曦的
微光，浅浅深深，安静怡人。总之，总有一
种美，默默生长。

越读越幸福
妈妈：宋福瑜，天津市作家协会会员

我喜欢阅读，喜欢翻着书
页，感受书香的味道。总是听
妈妈和姥姥说起我小时候读
书的事。她们说：我从会坐着
起，就喜欢拿本书在手里翻
看，从没有撕过书页。小时候
吃饭时，也喜欢在小推车的面
板上放一本书。虽然这些事
我已经记忆模糊了，但我想可
能这就是我与阅读结下的不
解之缘。

我阅读的启蒙老师，是我
的妈妈，我记得小时候她总是
跟我比赛背诵诗歌，从五言绝

句《登鹳雀楼》，到乐府诗《将
进酒》；从豪情万丈的边塞诗，
到用词优美细腻的婉约派词，
他们的诗词歌赋，成为我童年
里最动听的歌谣。其实，开始
学习背诵时我可没有如此热
爱它们。那时我还不懂那里
的情、那里的画，在机械地背
诵中总是觉得一些词语都非
常难理解，甚至有时耍赖偷
懒。妈妈一有时间就深入浅
出地带领我诵读，慢慢地让我
走进了万花筒似的诗词世
界。循序渐进的，我从诗词里

看到了调皮的娃娃蹒跚着追
逐蝴蝶的画卷，看到了大漠黄
沙漫卷的凄凉，闻到了葡萄美
酒的醉人香气，听到了马踏飞
沙的嘶鸣……一幅一幅的画
卷，在我的脑海中徐徐盛开，
让我领略了诗词的美，一首首
诗词或古朴、或端庄、或绚丽、
或沧桑，惊艳了我的童年时
光。

每当中央电视台播放诗
词大会时，我也坐在电视机前
跟着吟咏，一起答题。每当完
成作文题目时我能够引经据
典，我的心中为自己感到骄傲
与幸福，妈妈也为我的成长感
到自豪。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

伴好还乡”，我幸运的是与诗词
相遇在明媚的春天，我骄傲的
是在我的童年，是阅读让我尝
到了幸福的滋味。

阅读是幸福的味道
女儿：付婧翚 小学生

对于一个初中生来说，读书是
拓宽视野、增长知识的最简单的途
径。同一本书，每个人都有不一样
的见解。对于我来说，《艾青诗选》
是一部可以让我读得津津有味、让
我很感兴趣的一本书。
《艾青诗选》在我的理解中不仅

仅是一本书，打开书后看见的是一
种人生，一种经历，一种精神。

艾青将自己的诗思引向民族救
亡的滚滚洪流。原来的艾青擅长绘
画，本该成为一位优秀的画家，却因
为一次意外被捕入狱。在狱中，他
倍受折磨，引发他对诗歌的思考，将
抚养他的保姆大堰河作为主题，写

出了他的成名作《大堰河——我的
保姆》。

在抗日战争时，艾青依然没有
放弃诗歌，反而更加坚定自己要通
过诗歌来警醒和鼓舞人们的精神。
在这个时期创作出来的诗歌里，充
满了凝重、深厚。例如，在《雪落在

中国的土地上》中写出了艾青悲悯
人民的困苦，忧伤祖国的深切情
意。在《北方》中，他表达出极为深
厚的爱国之情。他用尽情的呼告，
肆意的排叹，长短错落的诗行，写出
了他抗日时期的无数作品，而这种
诗风也成为了他的追求。

读艾青的诗，我了解到虽然作
者生活过的时代对于我们青少年来
讲有些遥远，但我们可以通过阅读
理解，体会到人们在旧时代的悲愤、
屈辱和对自由、和平的渴望与向
往。通过诗人大胆细腻的表达，生
动形象的描写，激发了我们对现在
和平年代的无限钟情与热爱，同时
感受到了那个时代的青年热血。作
为新时代的青少年，我们应该珍惜
现在、铭记历史，不负韶华，不负青
春，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我们要为祖国的强大与繁荣而
努力读书，向那个时代的年轻人致
敬，向诗人致敬。

我读《艾青诗选》
儿子：边家硕，中学生

圈子里很多爱读书的人，无论
是微信群还是现实朋友圈，关于
书香诗文的讨论一直持续不断。
当然，这种争论探索多半有益身
心，无伤大雅且各执己见，一时很
难分出胜负与高低。读书是幸
事，无论网络阅读还是纸质出
版。“闲来秋风乱翻书”，字里行间
得意趣。

现代人浮躁，读不读书、爱不
爱读书，似乎也不是非要整出个长
篇，谈资论证以求一个安心。未关
乎生死，也不至于影响吃饭、睡觉、
消费及逛街。爱不爱读书，我们不
好直观去判断。只是一个非常有
趣的现象，您稍微用心也会发现，
蹲在洗手间捧着手机聊天的大有
人在，不信您此刻稍微回回神。

无需莞尔或哑然，端坐小方桌
前的我，一只手搭在桌案，另一支
手握紧笔杆，任文字唏嘘喟叹在雪
白的稿纸上。

书香育人。我们曾经在很多
的平台和报纸上看到过如此灌输
鸡汤的心灵美文。读书益智，读书
明镜！翩跹的思绪及感叹，或心照
不宣，或深有体感。手捧馨香一
缕，心中泛起万般涟漪！确实一帧
难能可贵的雅致！人间烟火气，柴
米油盐必需。读书，更加接近古人
风韵那把腰间佩带的宝刀，藏得起
不惹眼，正面切磋或与人交锋时方
能显露，那气度的非凡。

书文爱人。对诗文的热爱，常
常不问来处便花价钱把一些书本
请进家门。如山堆砌而后落灰。

参加社团活动，每每有专辑赠书，
心存贪念，总有多带一本回家才安
心的冲动。着实做贼心切，不必忌
口，曾有人曰：书不为窃！借一步
偶然欢喜。只遗憾拖沓漠然，很多
时间不能深读，错过一些让自己又
动心的美丽诺言。

书桌伴人。追随听书多年，又
与很多美丽的声音结缘。读书不
易，听书倒可以成为一种调剂时
间的良好习惯。都说“闻香识
人”，无论花香、果香、木香，都有
人为的意念。唯有安静时光，吻
一缕书香品读赏心，这样的女子

举手投足，温柔娴静，魅力无限，
更加诱人深醉。

身边很多这样的女性，艳羡妒
忌，很多时候自叹不敌且疏于自我
的散淡，而后更不知进取，而汗。

喜欢乘公交出门，择一扇小
窗临街，目光枕于游离窗外，青山
绿树前来，记录一段婉转的小小
心怡旅程；也喜欢在月色撩人的
夜晚，伏于案，一杯茶，一本书，一
段用心赏读的光阴，心似荷莲，唇
边含露、嘴角上扬、微微带着笑
意，巧遇心仪钟爱月光，似与故人
畅谈。
——“妈，您该休息了。”
不知何时，小儿子轻手轻脚走

进我的房间，手里捧着那本《艾青
诗选》，隔壁女儿的房间透出暖暖
的黄色的灯光……

嗯，这样的日子平淡得不能再
平淡，没有过多交集，耳边秋虫夏
雨，世事吵闹，怎能惊心？

书香日记
妈妈：冰棱儿，原名董俊玲，天津市作家协会会员

我们的阅读不断地转向独特，朝
向孩子也朝向自我。

年轻时总是有使不完的劲儿，追
逐一个又一个伟大又拙朴的梦想，跨
越无比漫长和充实的白天黑夜、季节
轮转、年复一年。感觉时间缓下来，
是为人母之后，陪伴一个小小的生
命，体味深沉的爱。

亲子阅读成了每天的必修课，睡
前故事一个接一个。于是我一次又
一次捕捉纯净的文字，重温柔软的绵
长。我试图用最温婉的声线还原童
话的美好、故事的丰盈、寓言的深刻
……我一定不是优秀的讲述者，但孩
子确是最认真的聆听者。记不清从
什么时候开始了角色对换，每天晚上
她都早早在床上等我，学着我的样
子，一边奶声奶气地翻书讲故事，一
边轻拍哄我入睡。每一个夜晚我似

乎都如此安然进入梦乡。即便我睡
着了，她也会坚持把整个故事讲完，
再抱着书蹑手蹑脚地下床，轻轻亲一
口我的脸说晚安，然后关灯回自己的
房间。幸福和爱，就如此传递着——
以我们俩独有的阅读方式。

许多时候，我总以为这个小小的
生命像蜗牛一样，软糯、温吞、慢慢悠
悠。日子，也就慢悠悠地过，孩子也
在慢慢地长大。家里的书多且杂，随
处都是，书房满满当当，客厅餐厅也
有我随手翻看的，枕边书更是高高的
一摞。工作需要大量的阅读，而我本
身也喜欢读书。孩子从不吵我，玩累
了就腻在我身边寻一本书读，可能关
于哲学、历史，也可能是法律或者小
说，我不管她，随意吧。偶尔她也跟
我探讨，于是我们由书里说开来，话
题或许就拐上九十九道弯跑到九霄
云外了。不知不觉，我们俩成了最有
趣的伴读。

阅读是需要态度的。我想要告
诉孩子，书籍赠与我们的太多太多，
而澄澈是我们毕生需要保留的品
质。阅读是自由的，每个人都有自己
的阅读力度和节奏。让我们做有态
度的阅读者。

有态度的阅读者
妈妈：孙红，天津市作家协会会员

编者按：2021书香天津·读

书月活动已开启，今年的主题为

“书香颂百年 永远跟党走”。本

期让我们一起聆听亲子阅读的

故事，感受阅读的力量。

书香西青

阅读进行时

妈妈有个习惯，不管出差去哪
儿，都会给我带回来一本书做礼物。
所以我的书很多，满满的，都是妈妈
的爱。我也有一个习惯，不管去哪
儿，都要随身带上一本书。

听上去这是一个有趣的习惯
吧？我去夏令营时行李箱里带着
《神秘岛》；我去旅行时包里放着《浪

漫的羁客》；我在飞机上看《哈利·波
特》；我坐地铁也有的看，包里塞着
《红色在唱歌》；睡觉前，我看《侦探
推理游戏》这本书，偶尔也出题考考
妈妈……妈妈的床头柜上有一套新
书——《追忆似水年华》，厚厚的，七
大本，我也悄悄地翻几页读。

随身带上一本书，和一本书约定
一段美妙的时光同行。我好像跟每
一本书都有小秘密，只有一页一页仔
细地读，才能发现它们呢。这是一个
有趣的过程。

我是一个有趣的人，养成了一个
有趣的习惯——带上一本书，随时随
地可以读。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带上一本书
女儿：周瑞萱，小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