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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0日 星期一

08:00 电视剧：海之谣20-21

16:25 电视剧：决战江桥4-5

18:30 北仑新闻（首播）

19:00 转播中央台新闻联播

20:10 世界遗产在中国

20:30 电视剧：海之谣22-23

22:10 纪录片：金城兰州（第一季）1

07:45 曲艺欣赏

12:40 电视剧：版纳风云37-39

像我们这样奋斗1-2

18:05 动画片：小鸡不好惹125-126

18:30 百福记

18:50 电视剧：流金岁月4-7

22:10 电影：缴枪不杀

3月21日 星期二

08:00 电视剧：海之谣22-23

13:30

-17:00

18:30 北仑新闻（首播）

19:00 转播中央台新闻联播

20:10 世界遗产在中国

20:30 电视剧：海之谣24-25

22:10 纪录片：金城兰州（第一季）2

07:45 曲艺欣赏

13:10

-17:00

18:05 动画片：小鸡不好惹127-128

18:30 百福记

18:50 电视剧：流金岁月8-11

22:10 电影：山鼓声声

3月22日 星期三

08:00 电视剧：海之谣24-25

16:25 电视剧：决战江桥6-7

18:30 北仑新闻（首播）

19:00 转播中央台新闻联播

20:10 世界遗产在中国

20:30 电视剧：海之谣26-27

22:10 纪录片：金城兰州（第一季）3

07:45 曲艺欣赏

12:40 电视剧：像我们这样奋斗3-7

18:05 动画片：小鸡不好惹129-130

18:30 杏林之家

18:50 电视剧：流金岁月12-15

22:10 电影：垫底辣妹

3月23日 星期四

08:00 电视剧：海之谣26-27

16:25 电视剧：决战江桥8-9

18:30 北仑新闻（首播）

19:00 转播中央台新闻联播

20:10 世界遗产在中国

20:30 电视剧：海之谣28-29

22:10 纪录片：金城兰州（第一季）4

07:45 曲艺欣赏

12:40 电视剧：像我们这样奋斗8-12

18:05 动画片：小鸡不好惹131-132

18:30 百福记

18:50 电视剧：流金岁月16-19

22:10 电影：万年飘香

3月24日 星期五

08:00 电视剧：海之谣28-29

16:25 电视剧：决战江桥10-11

18:30 北仑新闻（首播）

19:00 转播中央台新闻联播

20:10 世界遗产在中国

20:30 电视剧：海之谣30-31

22:10 纪录片：金城兰州（第二季）1

07:45 曲艺欣赏

12:40 电视剧：像我们这样奋斗13-17

18:05 动画片：小鸡不好惹133-134

18:30 百福记

18:50 电视剧：流金岁月20-23

22:10 电影：丁丁历险记

3月25日 星期六

08:00 电视剧：海之谣30-31

16:25 电视剧：决战江桥12-13

18:30 百炼成钢

19:00 转播中央台新闻联播

20:10 电视专题：纪录

20:30 电视剧：海之谣32-33

22:10 纪录片：金城兰州（第二季）2

07:45 曲艺欣赏

12:40 电视剧：像我们这样奋斗18-22

18:05 动画片：小鸡不好惹135-136

18:30 杏林之家

18:50 电视剧：流金岁月24-27

22:30 电影：返老还童（上）

3月26日 星期日

08:00 电视剧：海之谣32-33

16:25 电视剧：决战江桥14-15

18:30 百炼成钢

19:00 转播中央台新闻联播

20:10 电视专题：纪录

20:30 电视剧：海之谣34-35

22:10 纪录片：金城兰州（第二季）3

07:45 曲艺欣赏

12:40 电视剧：像我们这样奋斗23-27

18:05 动画片：小鸡不好惹137-138

18:30 杏林之家

18:50 电视剧：流金岁月28-31

22:30 电影：返老还童（下）

北仑电视台一周主要节目预告
（具体内容以实际播出为准）

《北仑新闻》重播：北仑新闻综合频道 当日19：35、23：25 次日07：00、12：00、15：00

停机检修

停机检修

立春一过，春天就悄悄来
到我们身边了。老师都会给
孩子们布置一项作业——“找
春天”。走出家门，拥抱自然，
留心观察，看看春天在哪里。

3月12日植树节，阳光明
媚，万物复苏，我们一行八
人也驱车出行寻找春天。

一路上，孩子们叽叽喳
喳，争相诉说着自己的发现：

春天里植物生长，有垂
柳，浅草，早梅……

春天里动物活跃，有早
莺，飞燕，池蛙……

春天里爱刮大风，“忽如
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
开”。

也不知谁起的头，一场大
珠小珠落玉盘的诗词大会又
开始了。

春天微雨蒙蒙，“天街小
雨润如酥”；春天光芒四射，

“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
春天暖洋洋的，“春江水暖鸭
先知”；春天香喷喷的，“迟日
江山丽，春风花草香”。

为孩子们的热情和才气
所鼓舞，大人们也纷纷表达
自己对春天的感受。

春天给人活力，大人、孩
子们脱去厚厚的冬装，来到
户外，健身、踏青、春游，植
树、采摘、放风筝……

春天给人动力，一日之计
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激
励各行各业的人民热爱生
活、热情创业、热血奋斗。

春天给人希望,从五官到
五感，从外物到内心，冬天的
禁锢和封锁已逝，绿色与自
由迎面而来，过往不纠、当下
不负、未来可期。

春天像是一位气度非凡
的诗人，创作出一首首浑然天
成的璀璨诗篇；又像是一名才
华横溢的音乐家，演奏出一曲
曲令人陶醉的悠扬天籁。

春天从一个季节、一种气

候，变成一个文化符号、一种象
征意义。

一路上，大家兴致勃勃地
欣赏着车窗外飞驰变幻的沿途
景色——复兴号造型的梅东大
闸素净典雅、恢宏壮观，上百渔
船穿梭如织的梅山港碧波荡
漾、水光潋滟，龙门吊高高耸立
的岸边码头上，五颜六色的集
装箱群像一座座巍峨的峻岭高
山……

停车转步行，远远飘来一
阵阵甜美的气息，我们来到生
态采摘园，一排排白色拱形的
塑料大棚里，一颗颗草莓像红
玛瑙一样饱满诱人、香气扑
鼻。采摘结束，又来到附近的
生态农场。新开垦的泥土里，
嫩芽破土而出，绿油油的蔬菜
郁郁葱葱，白色星形的牛繁缕
点缀其中，微风阵阵，十个花瓣
像五双洁白的翅膀，徐徐舞动，
播撒祝福；还有那长着长睫毛、
眨着蓝色大眼睛的波斯婆婆
纳，星星点点，宛若花溪。

衣带宽的溪水岸边，娇嫩
金黄的油菜花，白里透红的樱
桃花，迎风摇曳，奋力招展，与
远处苍茫的绵延山脉遥相呼
应，构成了一幅美不胜收的山
水画卷。

我满怀感慨地和孩子们
说，春天既在一草一木一花一
虫，甚至一微尘的微小世界里，
春天也在民族、人类、国家、世
界的宏观大格局里。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取得的辉煌
成就，让全世界仰望赞叹；中国
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和缔造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议，让
各民族深切认同；在抗击席卷
全球的新冠疫情面前，全力保
障人民生命健康、彰显红色制
度优势的“中国模式”，让全人
类刮目相看……

春天在哪里？春天就在新
时代每个中国人的心里、眼里
和梦里。

春天在哪里
□ 王周光

春日融融，千年石湫，沧桑
安详，伫立古村原来的碶桥边
上，我恍惚听到千年前海涛拍
岸的声音……

“下灵岩，浮石湫之壑以望
海，而谋作斗门于海滨，宿灵岩
之旌教院。”《王安石〈鄞县经游
记》）北宋庆历七年（1047）十一
月，县令王安石考察鄞县东乡
（现为北仑一带）水利工程时，
来到灵岩（今大碶）石湫入海
口，船行石湫的大水沟上，远望
海浪滔天的东海洋面，他担忧
百姓屡受海患所苦，欲在此修
筑碶闸。

从南宋《宝庆志县境图》看
到，当时“石湫浦”以东全是茫
茫大海。王安石视察石湫著
诗，“蜿蜒水沟穿芦丛，茫茫海
滩涉潮涌。天怒水狂生灵忧，
嘱民浚渠筑堤垄。”石湫浦芦苇
丛生，沟壑纵横，外海波涛汹
涌，如遇潮汛，海水侵袭良田、
庄稼和房屋，百姓生活受严重
影响。王安石当下就嘱咐民众
疏渠筑碶建堤，这样才能把海
潮阻挡在外。灵岩百姓不畏辛
苦，大家齐心协力筑起石湫碶
桥和海塘，从此扰民的海潮被
顺利阻拦于外。

沧海桑田，光阴飞逝。历经
千年的石湫碶桥多次修建后，
今天已不见过去的碶闸，仅保
留了普通桥的作用。石湫碶桥
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后，悄然
隐退于时光的长河之中。

漫步石湫老街，常可见临水
而栖的老房子，墙体斑驳开裂，
时光不经意留下了它的印痕
……绕过围墙本想去探访一下，
看到木门紧锁着，这老屋是真的
极寂寞，只有那高高的马头墙，
迎着春风诉说着昨日的繁华。

蓝天碧水映衬着粉墙黛瓦，
镂空的木窗中间，雕刻着许多
精美的图案花纹：禽鸟花草，祥
云仙人，典雅古朴，清新精致。
江南的老房子似乎不是造出来
的，是梦里画出来的。那般柔
美飘逸，人心头也渐渐起了那
缕莫名的乡愁。这是美丽的春
天的乡愁吧。

也偶有不见大门的旧宅，过
路人一眼就望见阳光下的院
子：正中横着一根晾晒着衣服
的竹竿，蜷伏在墙角的花白猫，
慵懒地沉浸在午后阳光里，青
石板罅隙间的那些小黄花小蓝
花随风微漾……

守着石湫古村的是那些上
了年纪的老人，他们聚在午后
老房子的围墙跟下，晒太阳，叙
家常，最令他们惦记的话题还
是古村的前世今生吧。

随着碶和堤的筑成，水利设施
逐渐完善，民生经济得到快速发展，
到南宋宝庆年间，已形成石湫市，这
是北仑历史上最早的街市。商业或
经济意义上的乡镇，到宋代时才真
正出现，当时以市镇称之。

据说，过去柴桥一带往返大碶
璎珞的船只，往往都会中途暂泊在
石湫河边，船上的人就在碶桥边上
的水阁凉亭里喝茶休息。这是老
街上最热气腾腾的时候，空气中氤
氲着各种声音：招呼声、买卖声、说
笑声，人声鼎沸……当街店铺，有
李长盛布店、恒康杂货店、豆腐店
和大饼店等，南来北往的乡民在这
里买回自己需要的生活用品。

春天的石湫村，水边亭台，常有
蛟川走书、越剧演出这样令人心动
的文娱活动。最吸引乡人的是那
些演戏的花旦，精致的妆容、温软
的唱腔、袅娜的身姿和长长的水袖
……台下看戏的人没多久就入神
了，只是那些闲不住的顽童一个劲
地到处乱窜……石湫老街弥漫着人
间最暖的烟火气。

这是一个富有生命气息的春
天。行走在石湫古村，这样的春天
又回来了。

春日访石湫
□ 姚 远

浊浪昔时昏复晨，蓝湾今日梦成真。
桥飞蓬岛喧车马，坝锁孽龙惊鬼神。
碧水迢迢接天去，银帆点点逐波陈。
眼前风景丹青画，谁是当年绘画人？

观梅山水道蓝湾工程有题
□ 孙敏列

妈妈出生于1934年。今年
农历二月十六，是她89岁的生
日。在她生日前的一个月，我
就订好了回老家的机票，临出
发时，却由于工作原因，我不能
回家了。电话那端的妈妈在短
暂的沉默之后，回答道：“那也
没办法，过段时间再说吧……”

这些年来，妈妈的腿脚越
来越不灵便，即便是拄着拐杖，
也是颤颤微微的。我订好机票
的第一时间，就打电话告诉了
妈妈我要回家的具体时间。听
大哥说，从这天起，妈妈总喜欢
有一天没一天地推着轮椅到村
口的老槐树下去坐会儿，这里
是我回家的必经之路。随着约
定回家时间的临近，妈妈去村
口大槐树下坐的次数更多，且
每次坐的时间也更长，即使我
打电话告诉她，我不能回家了，
她依然如故。当大哥电话中告
诉我这件事的时候，在我的脑

海里闪现出这样的画面——
在北方的晚冬，妈妈静静地坐
在轮椅上，灰蒙蒙的阳光，无
力地洒在她被冻红的脸上，寒
风拂动着她的白发，她呼出的
雾气，似白练、像纽带，飘呀
飘，一直向南方飘来……当别
人问她，你儿子不是不回来
吗？妈妈回答说，自己在家闲
着也没事，万一儿子突然回来
了呢？

她的儿子怎么能突然回来
呢？但妈妈就认这个理——

“万一呢”。妈妈有这样的想法
是有一定道理的。25年前，我
从大漠西北，带着妻女来到宁
波工作。刚来的那些年，我每
次回老家，都是不打招呼，突然
空降。回到家后，我也不是直
接跨入家门，而是站在院子外
大声喊妈妈。这对于妈妈而
言，因为有过去儿子“空降”的
记忆，所以就有了“万一成现

实”的执念。
前几年，当我们张罗着要给妈

妈过生日时，她总是反对。但近年
来，她把自己的生日记得比谁都清
楚，距生日还有半年，她就开始唠
叨起来了。生日倒计时，一般是从
生日一个月前开始，我是这样，妈
妈也是这样，接着就是等待。同样
是等待，作为儿子，我主要等待的
是启程的那一天——我要为请假提
前在科室做好舆论宣传，我要记着
买机票……对妈妈感情的成份里，
爱、责任、理智，孰轻孰重？当我把
对女儿的感情与对妈妈的感情做
比较的时候，总有一种惭愧感在吞
噬着我，特别是每次见到妈妈，她
混浊的饱含泪水的双眼，更让我无
地自容。妈妈的生日，对我而言，
也许只是一次自我救赎的机会，而
对妈妈而言，却是她全部精神的嘉
年华。

我理解妈妈等儿子的心情，因
为我孩童时也怀着同样的心情等
妈妈。我感觉我的童年就是伴随
着等妈妈度过的——等妈妈收工、
等妈妈赶集回家、等妈妈做饭、等
妈妈快点做好鞋子……

等待，是岁月的轮回。所谓骨
肉相连，看不见，摸不着，只能在等
待或被等待的过程中感受，在重逢
中体悟……

等 待
□ 陈永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