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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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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迹
9:20历史上的今天
9:30电视剧：俺娘田小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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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人5-6
17:28致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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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俺娘田小草（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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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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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党旗增辉
9:20历史上的今天
9:30电视剧：俺娘田小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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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人7-8
17:28致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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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俺娘田小草（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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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三(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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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画味道
9:20历史上的今天
9:30电视剧：俺娘田小草（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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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人9-10
17:28致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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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俺娘田小草（35-36）
22:00西青新闻
22:30西青能人
22:50长鸿说电影
23:45都市开讲啦

周四(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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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青能人
9:20历史上的今天
9:30电视剧：俺娘田小草（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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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人11-12
17:28致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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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俺娘田小草（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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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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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说西青
9:20历史上的今天
9:30电视剧：俺娘田小草（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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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人13-14
17:28致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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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俺娘田小草（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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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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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俺娘田小草（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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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人15-16
17:28致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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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俺娘田小草（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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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日(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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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医健康
9:20历史上的今天
9:30电视剧：俺娘田小草（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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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人17-18
17:28致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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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俺娘田小草（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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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柳青运河景色

柳绿河堤接翠微，

抽丝欲钓鲤鱼肥。

青荷出水妆鸳帐，

紫燕衔泥入凤帏。

摇苇偏惊沙鹭起，

撑舟还逐浪花飞。

殷勤把酒黄昏后，

独倚琼楼望月归。

杨柳青俯瞰夜景

小桥流水送黄昏，

灯火葳蕤不闭门。

绿绮琴横杨柳渡，

鸬鹚酒饮杏花村。

平临鱼槛云无影，

俯瞰连甍月有痕。

画阁朱楼争璀璨，

雕车一路转乾坤。

杨柳青街市

碧瓦朱甍接画坊，

红灯高挂鹊檐旁。

瑶轩荫映珠玑翠，

彩笔淹留翰墨香。

石院梅开春已近，

河堤柳坠日初长。

游人拈得风车转，

轻撷茱萸入锦囊。

赞杨柳青
（诗三首）

张立民

（插图 刘体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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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认为人是有属性的，就像书上说芦
苇是禾本科芦苇属的植物，我的属性是“野”。
因为我喜欢往野地里跑，从小母亲就叫我“野丫
头”，以至于长大后填大大小小的表格时，看到
“籍贯”一栏，我总有填“田野”的冲动。野地里
的花鸟虫鱼都是我的牵挂和眷恋。

小时候，距村南三五里有一大片地叫做南
泊。那里地势低洼，雨季积着没脚踝的水，旱季
会泛起厚厚的白盐碱，没法耕种，因此形成了一
大片荒场。荒场上的野草长得无拘无束，又仿
佛自成章法，高的芦草粗壮豪放，矮的茅草柔弱
温婉，间杂着各种知名和不知名的野花。夏秋
季节最令人惊艳的是粉红色的野茶花，花朵娇
美细碎，开得铺铺排排，像遗落在人间的霞光；
皮菜花是素白的小喇叭，有的里面还有一层淡
黄色蜡质花瓣，花朵也就米粒大小，却开得挤挤
挨挨密密麻麻，一枝便开成一朵洁白的云。放
眼望去，根本数不清有多少朵白云飘浮在草场
上。皮菜花几乎不含水分。我经常会采下一大
束插在一个大瓶子里，不用加水，过很多天花还
是老样子。多年后去旅游，竟看到很多卖皮菜
花的，二三十块钱一束，买回家常年插在门厅的
花瓶里，想摆多久就摆多久。荒场的地皮上还
匍匐着一种草，不知道学名叫什么，我们那里都
叫它“马辫儿”。马辫儿草以一个点为圆心，丛
生的蔓仿佛一条条射线，从圆心向四周辐射开
去。一条蔓通常有一两米长，生有几个长长的
节，每个节上又会生出根须，紧紧抓住脚下的泥
土，再摸索着向前延伸。尽管土壤贫瘠，它们仍
然一丝不苟、坚忍顽强地长成一片欢乐的海
洋。它们让我想到我的大伯。大伯是聋哑人，
终身未娶，一直跟我们生活在一起。他待我们
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虽然耳朵听不到，但是
大伯心灵手巧，一般的活计一看就会，对当地的
动植物也是了如指掌。他在自己的世界里生活
得如鱼得水。一条马辫儿像一根细细的钢丝，
又比钢丝的柔韧性好，所以人们在适当的时候

会把马辫儿采下来，编成斗笠。我们管采马辫
儿叫“打马辫儿”。打马辫儿的时机是有讲究
的，不能太早，打得早了草茎嫩，不结实；也不可
太晚，否则草茎失了水分就没了韧性。过了立
秋打，刚刚好。

秋后一天的午饭后，大伯要去南泊打马辫
儿，我兴奋极了，黏在大伯的屁股后面颠儿颠儿
地跟了去。父亲工作忙，很少有时间参与田间
劳动。我所了解的大多数生物都是大伯指给我
的。大伯说话是用手比划，很多人都看不懂，小
小的我却看得明明白白，甚至还能用手势和大
伯进行交流。小伙伴们都羡慕、佩服我，我也自
以为聪明无比，颇有些飘飘然。几年后家里买
了一台电视机，第一次从电视里看到手语新闻
时，我竟是一脸懵。这使我更加确信人是有属
性的。我和大伯具有相同的属性，所以才会心
意相通。

宽阔的土路因为雨后人和牲畜的踩踏而显
得磕磕绊绊。路中间有两道牛马车轧出的辙，
里面倒是光溜溜的。大伯走路面，我专门走窄
窄的车辙，奓奓着两条胳膊保持平衡。大伯会
时不时在我要摔倒的瞬间拉我一把。我一边走
一边分辨路边树上知了鸣叫的位置。我把知了
指给大伯看。大伯告诉我知了是专门吸食树汁
的大坏蛋，而它们蜕下的半透明的壳却是药材，
能治啥病我不记得了，反正每年都有人上村里
来收购。

我们爷俩儿边走边聊，很快就到了目的
地。眼前偌大的荒场在我心中辽阔成一望无际

的草原，每次走近都怀着类似朝圣的虔诚。一
只脚刚刚踏入草丛，立刻惊起一群蚂蚱。它们
“扑棱棱”飞起，呈扇形向青草深处逃窜。我追
赶一只个儿大的蚂蚱。大伯“啊啊”地发声阻止
我，并向我奔来。未及大伯走到我跟前，我脚下
一滞，“噗通”一下被绊倒在地，膝盖擦破了皮，
丝丝鲜红的血转瞬就洇成一片，疼得我倒吸一
口凉气，却强挤出一个大大的笑给大伯，表示不
疼。大伯拔起一根粗壮的皮菜，用手指甲刮去
根的表皮，把肉质的根放进嘴里咀嚼。我忘了
腿疼，看着大伯偷偷地咽口水。我吃过皮菜根，
有一种独特的甜香。大伯把嚼碎的菜根敷在我
的伤口，一会儿血就止住了，我也感觉不到一点
疼痛了。后来，我专门查过这种神奇的植物，它
的学名叫二色补血草，中药名为匙叶草，具有收
敛、止血、解毒的作用。

绊倒我的正是伸胳膊撂腿肆意生长的马辫
儿。这棵与那棵草的蔓互相交错纠缠着，在地
上织成一张大网。我学着大伯的样子从梢到根
一条蔓一条蔓地捋，耐心地拔出每一个节上的
根须。人家是顺藤摸瓜，我们是顺蔓择马辫
儿。打马辫儿动作要轻柔，像哄任性的孩子，稍
微粗暴一点，马辫儿就折了。我们专挑长的蔓，
捯到根部弄断。如果不小心力度大了，把根扯
出来，要从旁边抓把土盖上，再踩上一脚。大伯
说这样明年还会有打不完的马辫儿。大伯和马
辫儿一定也是属性相同，他才会对它们如此怜
惜。村里人睡完晌觉陆续上工时，我们收获了
大大的一捆马辫儿和大大的一束皮菜花。

大伯编斗笠也是利用睡前饭后休息的时
间。先用一块铁片对折做成的工具把马辫儿茎
上的叶皮剥掉，去掉草节上的根须和凸起，把整
条茎打磨得滑溜溜的才好进行加工。大伯是编
斗笠的高手，常有同村的人打了马辫儿求大伯
给编。大伯手指粗大但动作利落，一条条马辫
儿在大伯手里缠缠绕绕，用不了两天一个斗笠
就编好了。编出的斗笠精致美观，不像别人家
的松散粗糙。密实的纹理富于变化，小正方形、
长方形、三角形、菱形块、平安扣等图案常出现
在他的作品上。边缘处会收一圈漂亮的花边，
好像现在服装上的蕾丝花边。大伯给别人编的
斗笠都是单层边的，给自己编的会多收一层花
边。去地里干活时捉到大个儿的蚂蚱，大伯会
把它们的头夹在两层花边中间，让它们跑不了
也死不成。几乎每天下地回来，大伯的斗笠都
夹着一圈蚂蚱，好像是一个太阳向周围散发着
光线。回到家里母亲把蚂蚱扔到油锅里，或者
丢进刚刚燃过的草木灰里，一会儿就变得红彤
彤的，香味乱窜，最终成了我口中的美食。

大伯的手巧是出了名的。除了编斗笠，编
柳条篮子、荆条筐、织苇席、盘笼屉样样在行。
所用的材料当然是就地取材，即路边、田埂、沟
里随处可见的柳条、紫穗槐条、芦苇等。野了一
天的我，到晚上大伯干活时，还看得兴致勃勃。
和我一起的，还有我的哥哥。他看着我，不许我
摸那些东西，说怕我把材料糟践了，怕我扎伤
手，自己却学着大伯的样子摆弄来摆弄去。我
耿耿于怀，至今如此。不是哥哥阻拦，我现在也

像他一样是一个高超的“手工艺人”了。
后来村里填土造田，垫高了南泊，昔日的荒

场沥去盐碱变成了良田。秋天的时候，人们得
到了更多的棉花、玉米、大豆、高粱。沉甸甸的
收获给村民们的物质生活带来极大的补充。欣
喜之余也有颇多的遗憾，我再也找不到马辫儿
草、皮菜花了。大伯也去世二十年了。我当了
老师，离开了土地，只有自己知道——我的心，
一直属于那里。

去年秋天回娘家，一进门没看到哥哥。母
亲说哥哥去河滩打马辫儿了。我一愣，马辫儿
不是在咱们这里消失了吗？母亲说，本来是找
不到了。前两年哥哥出门做工，偶然发现了一
片马辫儿，就挖了些移栽过来。这东西繁殖得
快，两年的时间已经长成一大片了。没等母亲
说完，我就风风火火地向河滩奔去，把母亲亲昵
的嗔怪甩在了身后：“野丫头，慢点！”这熟稔的
称呼像一缕阳光，催生出我心底的幸福花。

老远，还乡河璀璨的波光晃得我分不清今
生何生。河滩上，一个熟悉的身影正躬身忙碌，
神情专注，动作轻柔。突然他起身走向河滩高
处捧了一捧土，又折返回去洒在刚才的地方，然
后抬起脚拿捏着合适的力度踩了两下，像极了
当年的大伯。我有一瞬间的恍惚。哥哥发现了
我，他笑着抖着手里的一大把马辫儿喊我过
去。他把河滩上的马辫儿草指给我看。在我惊
喜的欢呼中，哥哥向我吐露他的计划。他要让
还乡河两岸都长满马辫儿草，还要发展马辫儿
编织技术。现在几乎没人戴斗笠了。但是马辫
儿可以变成盘子、果篮以及各种各样的工艺
品。市场上的手工艺品是非常受欢迎的。不光
是马辫儿草，他还要让皮菜花再次开遍原野，让
它的药用价值得到充分发挥。这不是我一直挥
之不去的梦吗？

时光改变的只是事物的形式，其属性却是
相对稳定的，它以一种执拗的方式存在，如这些
人间草木，如草木间的人生。

属 性
刘志娟

我曾经听到过穆洛娃和阿巴多合作的《四
季》。这位被称为“冷艳美女”的小提琴家演奏
出的清新、平和、优雅而深藏不露的琴声，仔细
听去，却让人可以触摸到她内心深处那份不可
抑制的激动。如果穆洛娃的“四季”让人心旷
神怡，那么穆特的“四季”则更能赋予人无尽的
遐想空间吧。其实，怎样都好。无论是穆洛娃
的冷艳宁静，还是穆特的热情奔放，她们都有
着深邃的目光。那么，她们看见了什么呢？是
意大利的“四季”，还是德国或俄罗斯的“四
季”？是神父维瓦尔第，还是作曲家维瓦尔
第？也许她们什么都没有看到，也许看到了。
答案就在音乐里。音乐可以让她们轻松地穿
行在“四季”的时空隧道里。

那么，威尼斯呢？那个赋予了维瓦尔第生
命的威尼斯，那个让维瓦尔第浸泡在音乐里的
威尼斯，那个有飞狮保护的威尼斯，那个馈赠
给维瓦尔第《四季》的威尼斯，以及那个开始对
维瓦尔第流露出厌倦情绪的威尼斯，那个令维
瓦尔第远走他乡的威尼斯，那个维瓦尔第的威
尼斯，一个我正在去的地方。终于，我还是没
有走得更远。那个《茜茜公主》里的威尼斯在
无声地抗议，那个莎翁笔下的威尼斯在银幕上
不断变换着外套，那个《情定日落桥》里的威尼
斯把悲剧改成喜剧说成神话，那个诞生了世界
上第一个电影节的威尼斯，一座美得叫人有些
生疑的城市。那么，此威尼斯是彼威尼斯吗？
被反复演绎的《四季》是维瓦尔第的《四季》
吗？一个没有了维瓦尔第的威尼斯，是那么
空，空得要用离去的脚步进入这座城。

幸好《四季》还在。可是，它对威尼斯还抱
有巴洛克的看法吗？华丽精致的音乐不是虚
构，所以每个人都在寻找力度和速度的关系，
每个人都在书写他自己的“四季”吗？马里纳
和洛夫戴找到了一面旗子在“四季”里迎风飘
扬的速度，平诺克和斯坦达奇找到了清新脱俗
的“四季”音色，音乐家合奏团完成了让“四
季”重新被人们认识的使命，阿卡多则左右了
太多人对维瓦尔第和“四季”的认知，霍格伍德

与古乐协会乐团又给我们展现了一个不一样
的“四季”。

原来，真的有一个可以用来听而不是用来
看的四季，我对它着了迷。它有点意大利，但
也有点英国或是德国。而当小提琴的田野上
驶过手风琴的拖拉机简史，乡村，树林，野餐篮
里的浆果和沙粒，就永远地属于了无限的少数
人。法国爵士手风琴演奏家理查·盖利安诺改
编的手风琴版《四季》，仿佛就是这限量的时间
和历史。那么，法国钢琴家雅克·路西尔改编
的爵士版《四季》，又是什么呢？是钢琴里的白
昼之花照亮了四季的黑夜，还是四季的花香在
琴键上弥漫和流淌？

无论是被众说纷纭的维瓦尔第，还是被不
断演绎的《四季》，根本就没有参加到人们的自
我争论中。争论，只是为了吸引各色人物的注
意力罢了。所以，我能做的只是想象。我想象
着福特文格勒、切利比达奇及卡拉扬的“三角
关系”，想象着穆特拂袖而去后切利比达奇的
怒火中烧，也想象着切利比达奇憎恶的“音乐
罐头”的味道。如果切利比达奇把帕格尼尼从
撒旦的掌控中拉回到“四季”里，如果维瓦尔第
就在观众席上，他会因为切利比达奇留下来，
还是会因为帕格尼尼而愤然离场呢？

每次听到《四季》中的“春”时，我会不自觉
地想象着，青年的维瓦尔第站在学生们中间，
他不厌其烦地讲解着各种音乐知识，语言风趣
生动，就连窗外枝头的小鸟仿佛也听出了妙
处，开始愉快地歌唱了。我想，这段时间对于
维瓦尔第来说也是他生命中的春天吧。虽然
每天的工作量很大，他却乐在其中。这是一份
他喜爱的工作，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且收
入也不错。可是我更愿意把他想象成一粒种
子，一粒在春天被埋进土里的种子，它时时刻
刻都在汲取着泥土的滋养，它沐浴着春风的吹
拂，它听到了花儿的开放，然后在一场春雨的
滋润中，一挺身，探出头来，看见了仙女和牧羊
人在明媚的春光里婆娑舞蹈。

后来，一场不期而至的暴风雨改变了这一

切，那情景就像《四季》中的“夏”。当人们沉
浸在维瓦尔第音乐所带来的温暖和快乐中时，
一场暴风雨已经在来的路上了。很快的，大风
卷着尘土来势汹汹，惊慌失措的人们受到了惊
吓。终于，雷电交加暴雨倾盆，维瓦尔第被阻
隔在了回家的路上。1741年 7月 28日，维瓦
尔第在到达维也纳一个月后就因病去世了。
这时候他的声名已去，默默无闻。此后的一
百多年，他的名字也一直没有被引起更多的
注意。直到20世纪，随着人们对巴洛克音乐
的重新认识，他和他卓越的音乐才可以再一
次走到人们面前，并且备受关注。他本人也
被评价为与巴赫、亨德尔同样重要的巴洛克
早期作曲家。

如果一定要做个对应的话，《四季》中的
“秋”应该是维瓦尔第到处游走的那段时间吧，
闲适愉快，酒神的琼浆玉液使得维瓦尔第且歌
且舞，然后在秋高气爽中进入梦乡。而“冬”更
像是他的童年，一个脸蛋被冻得像红苹果一样
的男孩在凛冽的寒风中小心翼翼地走着，一个
不留神，跌坐在雪地上，他笑着爬了起来，继
续在冰雪的世界里玩耍着，直到听见温暖的南
风在轻叩冰雪女王的大门。这是一个愉快的
冬天。

陆陆续续地听过一些版本的《四季》之后，
我最喜欢的还是穆特和卡拉扬1984年录制的
版本。在这张唱片里，穆特将“春”演奏得生
动、具象而自然，让人仿佛能感受到大自然清
新的空气和鸟儿的鸣唱。这让我不由得想起
了朱自清的《春》，看似一目了然，却更像一杯
醇酒，饱含了某种特定时期的感受和追求；与
之相对应的“秋”，同样节奏强劲的两个场景，
“舞蹈”热烈奔放，“狩猎”就有些庄严的味道
了。可是人们却可以在柔版的宁静中进入“明
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梦乡；而“夏”的慵懒
与暴风雨来临前的躁动不安和“绿蚁新醅酒，
红泥小火炉”这样甜美温馨的“冬”，又相生相
克相互映衬相得益彰，百听而不厌。

是的，聆听者是幸福的。那是一种近乎于
满世界找唱片的幸福，用一个版本来代替另一
个版本的幸福，用指挥家和演奏家去走近作曲
家的幸福。如果我有了更多维瓦尔第《四季》
的唱片，会不会为无法给出自己的聆听序列而
不知所措呢？是的，总会有一个维瓦尔第正在
四季里倾听着我们，而我们听到的维瓦尔第，
或许比所有的四季加在一起还多出一个四季
来吧。

四季
闫语

跳房子，是女孩子最擅长的游戏之一。
跳房子的玩法是在地上用黄土疙瘩划一

个大正方形，站人的一面为下，相对的一面为
上，上半部分划三个长方形，中间一个为“河”，
下半部分划两个正方形。玩时，还需要一个纤
儿，它是用几个或十几个算盘珠子或别的什么
东西串起来的一个小串儿。跳时，把纤儿扔到
下半部分的右边第一个正方形内，一脚着地，
另一脚蜷起，用着地的一只脚把纤儿踢到右上
方格内，然后再向左跨过“河”，跳到左下方格
内，同时纤儿也被踢过“河”。如果纤儿掉到
“河”里，就算输了，下一个小朋友接着跳。如
果跳过去，再把纤儿踢过“河”，向左上格，随后
再把纤儿向下踢过“河”跳到左下格内，继续反
身向上把纤儿踢过“河”至中间格，接着反身向
下跳一同把纤儿踢过“河”至左下格，再平跳至
右下格。这样几圈下来，完成了整个游戏过程
的第一个回合。第二次，把纤儿扔到右上格，
脚从右下格跳到右上格，过“河”，跳过，跳一
圈，出去，第三次，把纤儿扔到左上格，接着跳，
成功地跳一圈就赢得少跳一格的资格。这样
重复一遍，最后还归到原位，谁归到原位谁就
是胜者。这里最难过的是跳“河”界，跳不好，
掉到“河”里也为输。

跳障碍，也是跳房子游戏的一种，但玩法
比较复杂。第一步先画房子格，用黄土疙瘩在
地上划横格，共五个横格，每个横格里被赋予
不同内容。从孩子的脚跟前划第一个横格，它
叫平安格，第二横格叫河，第三横格叫瘸子，第
四横格叫兔子，第五横格是四脚蹦。跳障碍的
玩法是孩子们依次把纤儿放在第五横格的横
线外，一脚着地，一脚蜷起，单腿把纤儿踢向格
内。如踢到第一格内，就可以直接走到平安格
内，再单腿把纤儿踢到第一格的横线外，成为
第一个胜利者。如果从第五格的横线上把纤
儿踢到第二格内，纤儿掉进“河”里，被“淹死”，
第三个孩子接着踢。如果纤儿被踢到第三格
内，玩者学着瘸子走路来到第三格内，蜷起腿，
用着地的脚把纤儿踢到第一格的横线外。第
四个孩子接着踢，如果踢到第四个格内，玩者
把两手放在头上作兔子耳朵状，蹦到第四个格
内，也把纤儿踢出第一个格外。第五个孩子
踢，如果只踢到第五格内，只好两手着地，一边
爬，一边蹦，然后把纤儿踢出第一格线外。孩
子们最高兴的就是看瘸子走和四脚蹦，会笑得
前仰后合，玩起来非常开心。

跳房子
古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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