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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目的
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用小记者独特的视角发现
和记录生活之美，社会之美。

活动形式
1.主题征文大赛：中国年、中

国味——常州小记者主题征文
征文要求：面向全体小记者

征集春节（元宵节）期间的“有趣
事”“暖心事”“感人事”“幸福事”，
以小见大，表现社会和谐，物质与
精神文明的进步。征文将在《常
州晚报》、“享去”APP等平台上择
优展示，并进行评选。（小记者可
下载“享去”APP查看详细要求）

2. 主题摄影大赛：我们的节
日，我们的美好“视界”——常州

小记者手机摄影大赛

作品征集要求
面向全体小记者征集春节（元

宵节）期间使用手机拍摄到的节日
画面。摄影作品有主题有内容，表
现常州之美，节日之美，人情之美。
摄影作品将在《常州晚报》、“享去”
APP 等平台上择优展示，并进行评
选。（小记者可下载“享去”APP查看
详细要求）

活动报名
手机下载“享去”APP，可查看相

关活动内容，小记者可根据实际情况
进行报名，部分活动名额有限，报满为
止。

常州市小记者协会
2018年2月

常州晚报小记者2018
“我们的节日——
春节、元宵”系列活动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
入屠苏。”这句话想必大家都很熟
悉吧。春节是我国的传统节日，
中国人过春节已有 4000 多年的
历史。在春节期间，中国的汉族
和一些少数民族都要举行各种庆
祝活动。表达对未来一年的热切
期盼和对新一年生活的美好祝
福。

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习俗，
就拿我们安徽枞阳来说吧！

做 粑
粑意味着年年岁岁全家团团

圆圆。在腊月二十三的那一天，
家家户户都动员做粑。原料一般
是糯米粉或籼米粉。再把准备好
的食材做成馅料。将米粉加热水
和制成面团，分剂后，用手捏成凹
形，放上馅料，包制成扁圆形的粑
坯。把粑坯放入铁锅内煎烤，盖
上锅盖，用中火煎烤，当有轻微油
烟气从锅盖边冒出，打开盖，均匀
地洒些清水，加盖继续煎烤，如此
反复二三次后，即可。

出来后的粑形状扁圆，色泽
金黄，清香可口。我们还会把炸
好的粑送给亲朋好友，相互尝尝
不同的味道。

请 祖
腊月二十四，我们家的人称为

“小年”。是我们请祖到家日，十分
重要。所以在外打工的大人几乎都
尽量在腊月二十四之前到家。过小
年的傍晚，每家放鞭炮，迎接老祖宗
到家，桌上摆好菜、饭，斟八杯酒。
有三荤三素的菜、羊、五色点心、五
碗饭。然后，年长者带着家小到屋
内燃上一对蜡烛，再敬香、烧纸、放
鞭、磕头。请祖完毕，屋内灯火通
明，每个地方都打开灯。晚餐才正
式开始。

当然，既然有请祖，就有送祖，
“送祖”一般是在正月十六的早上。

不知道的人可能会感觉到不可
思议，但这是我们这里人寄托的对
祖辈的怀念与尊敬之情。

贴 门 庆
三十这一天，家家人都忙得不

亦乐乎。烧饭的烧饭，贴春联的贴
春联，贴门庆的贴门庆，每个人都有
自己的岗位，一切都那么井井有
条。贴门庆和贴春联都有一定的讲
究，只贴单数不贴双数，最少贴一
张，最多五张。春联有大边和小边
之分，上联贴大边，下联贴小边，不

能贴倒，每个门，窗户上都贴到，一
眼望去着实显眼。贴完了门庆，就
要红红火火过大年了。

这些特别的习俗表达了人们对
春节的热爱，也表达了对祖辈的精
神传承和思念，更表达了对生活的
憧憬。希望我们这代人也要一代一
代继续传下去。

讲述人：徐锐，市北实验初级中学八（8）班学生

过年啦！

欢欢喜喜、热热闹闹的春节，就这样结束了！这个春节里，有饭桌上热气氤氲的年夜饭味；还有爆竹声声里弥散开的烟火气；更有大家互道的那声“新年好”⋯⋯这个春节，你是怎么度过的？
近日，记者经过多方搜寻，了解到了龙城几位老师和学生有趣、有料的过春节方式，看他们是如何度过这个难忘的节日的。 本版组稿：尤佳 陶新峰

体验老家传统、在常州过藏历新年、徒步尼泊尔、留学国外⋯⋯

他们的春节过得有趣又有料

一个人在海外过春节。怎么听起
来都不是一个多么活泼的话题。

狗年渐近，孤独感愈来愈浓。看
着国内朋友QQ签名不断地更新，“终
于抢到火车票了”“下周要回家了，好
多工作还没做完”，突然理解了不知道
谁说的那句话:“过节是让幸福的人更
幸福，孤独的人更孤独。”因为孤身在
加拿大的我，狗年春节恰逢考试周，还
都是化学生物专业课的考试，小年夜
那天是生物化学，大年夜晚上考物理
化学，年初一下午是有机化学，面对

“回家过年”只能徒唤奈何，将其看作
是一个“难遂的心愿”。

从宿舍到图书馆到宿舍再到图书
馆，或者到朋友宿舍去讨论考试题目，
这个春节，我就是在这样的循环中度
过的。脑子里没有太多过年的想法，
更大的念头是加紧复习，把这几个专
业课的考试给“PASS”掉。然后到 16
日晚上考完后就“解放”了，趁学校春
假9天，和朋友出去旅游散心。

在国外过年可以不像中国，但是
绝对不能不过。我们在国内时间的大
年三十晚上考试，要考到年初一上午
9 点。我提前一点和爸妈通了个视
频，吐槽了一下正在进行的考试，听爸

妈讲了讲老家的过年准备，再预先给
爸妈拜个年。晚上，我给自己添了点

“年味”：平常都是一个菜加一碗饭就
够了，一个人的“年夜饭”，我点了炒鸡
肉和宫保鸡丁。吃在嘴里，不是很香，
更想家了。

周围朋友也有热闹过春节的。如
果这天还在假期内，或者碰巧没课，课
少，或者周末等，就可以招呼身边的中
国留学生，或者朋友，一起吃吃喝喝，
在家搞个火锅，或者去周边的中餐馆
吃一次大餐，如果第二天也没事，喝得
酩酊大醉也未尝不可。但最好尽早给
家里报个平安。

当然，更多的情况还是当天会有
课，有作业，第二天有课等。最常见的，
因为春节一般会赶上有的学期的final，
于是很有可能春节那天就有考试。于
是，当地球的另一端，举国欢庆在过春
节的时候，地球的这一端，会有一群孩
子，伏在灯下，快速地打着报告，浏览材
料，编码解题，然后在当地时间的凌晨
两点钟扫一眼手机，简单地回复一下亲
朋好友的祝福，接着快速地睡下，第二
天装作什么都没发生的样子，跑去学校
上课，交作业，考试，跟教授交流⋯⋯

有时想，其实春节和往常的日子

基本上没有多少差别，国内的年味通过
网络传来之后已经大打折扣。嗯，咱们
过自己的。这是我平凡的一天。来加拿
大两年了，这样的春节，还要过两年。其
实我对过年并没有太大的念想，只是觉
得没能陪在家人的身边比较可惜，毕竟
将来陪着他们的时间只会越来越少。

讲述人：李明锐，现就读于加拿大UBC

大年夜，楼下点了炒鸡肉和宫保鸡丁

常州市小记者协会征集合作伙伴常州市小记者协会征集合作伙伴
常州市小记者协会是由常州市中小学新闻爱好者自愿结成，依托《常州晚报》从事新闻相关活动的全市联合性组织。旨在通过媒体平台，整合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等资

源，构建提升中小学生综合素质的大平台。协会接受常州市委宣传部、常州市文明办、常州市教育局、团市委和常州市民政局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目前有近两万名常

州晚报小记者，分布在全市170多所学校，工作机构设在常州日报社教育培训工作室。

为了给小记者提供多样化的增值服务，常州市小记者协会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合作伙伴，欢迎机关企事业单位、知名商家、社会各界与我们联系，让常州晚报小记者团

架起我们互动的桥梁，实现合作共赢。

一、征集对象
1. 小记者实践基地。能供常州晚报小记者参观、

采访、体验，能给小记者提供锻炼自己的综合实践能力
和开阔视野的基地，包括机关企事业单位、旅游景点、
农庄、茶园、果园、特色商家、拓展基地等。

2. 小记者培训基地。能给常州晚报小记者进行
集中培训活动的场地，合作对象包括各培训学校、艺
术培训中心等机构。

3. 小记者协会联盟知名商家。能给小记者购物
提供一定折扣的优惠或为晚报小记者家庭消费提供
优惠。

二、合作条件
1.有独立法人资格、过硬的服务质量和接待能力。
2. 具有良好的信誉品牌，在所属行业有一定的影

响力和良好口碑。
3. 为小记者或家长提供各项专属优惠，且有利于

小记者的成长和发展。
三、招募程序
1.向常州市小记者协会提出申请。
2. 常州市小记者协会工作人员现场参观，商谈合

作事项。
四、权责事项
1.相关权益
①由常州市小记者协会授牌，所有合作伙伴将全

部汇编成册赠送到2017年度的全体常州晚报小记者
手中。

②一旦成为常州市小记者协会合作伙伴，将享受
常州日报社品牌宣传和推广的各项优惠。

③在《常州晚报·小记者周刊》及小记者官方微信
平台合作伙伴宣传介绍。

④通过小记者们的笔尖和镜头，对合作伙伴进行
采访宣传，有助于提升知名度和影响力，获得经济效

益与社会效益的双丰收。
2.相应义务
常州市小记者协会合作伙伴有效期一年，并提供

针对小记者的特许优惠政策。服务质量自觉接受媒
体监督，并提供品质优良之服务。

五、目前活动基地（部分）
常州四药公司、龙控集团恐龙园、东方盐湖城、淹

城春秋乐园、嬉戏谷、孝道园、天宁宝塔、常高新集团
⋯⋯

六、联系地址及洽谈热线
常州市小记者协会
办公地址：
常州报业传媒大厦1201室
常州日报社教育培训工作室
联系电话：86601082 13861290800
联系人：高先生

今年的藏历新年和农历新年是同
一天，也是我在常州的最后一次新年，
对于我们毕业班的同学来说显得弥足
珍贵。

藏历新年庆典的那一天，学校张
灯结彩，虽然那天很冷，但是我们早
早地起床，穿上自己的藏装，带着早

已按捺不住的心前去庆典的会场，随
着主持人铿锵有力的话语，藏历土狗
年的庆典拉开了序幕，《常藏冲冲冲》
作为开场歌舞秀，表达了我们对学校
的未来发展怀有无限的希望；在节目

《宗巴雅姆》中，我们陶醉在优美的歌
声中，自己的心不自觉地飘向我们

美丽的家乡——西藏；热情欢快的非
洲鼓舞，使我们加深了对外面美好世
界 的 理 解 ⋯⋯ 最 后 的《常 藏 信 念》道
出 了 我 们 即 将 毕 业 的 同 学 们 对 学 校
无 限 的 爱 和 对 第 二 故 乡 常 州 的 感 恩
之情。

庆典结束后，大部分同学陆陆续
续 被 家长带走，而我们也有自己的安
排，我们的班主任赵老师也会带我们
去 外 面 吃 饭 。 在 餐 桌 上 我 们 说 说 笑
笑，一幅和谐的景象，回去的路上，我
们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幸福的笑容。
大年初一一早，我们孙校长等校领导
来校探望我们在校师生，和蔼可亲的
校长亲自给我们每个人发了红包，还
给我们准备了大礼包。在接到红包的
那一刻，一股暖流流入我的心间，真正
地体会到了老师对我们真挚的爱和无
私的奉献。

最令我难忘的除夕夜，我被常州的
结对家长带走了，那天晚上我们一家人
在一起吃年夜饭，餐桌上的气氛非常好，
他们对我嘘寒问暖。那天的年夜饭真令
我久久难以忘怀，在三年前，我们还是陌
生人，但是因为常州，我们结缘，我相信
我们永远是一家人。

这是我们在常州过的最后一次藏历
新年，冬天即使寒冷，但是我们却感受到
来自老师和常爸常妈的温暖。

讲述人：西热群措，常州西藏民族中学毕业班学生

在常州的最后一次藏历新年

人生需要一次奋不顾身的爱
情和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我自从
成为一位老师以来，每年的寒暑假
都会自费旅行，并不单单只为旅
行，而是去看看各个地方学校的孩
子，或送去衣物，或学习用品，或是
给那里的孩子上上课，我的足迹已
走至新疆、西藏、成都⋯⋯今年的
寒假，我的过年方式是：前往神秘
的国度——尼泊尔徒步。

我们参加的是尼泊尔经典的
徒步线路 Poon Hill，第一天的
徒步路上会遇到一个类似希望小
学的山间村校。因为在其他徒友
的游记里看到过介绍，所以事先
是从国内准备了铅笔、橡皮和卷
笔刀随包背着。

一进入加德满都，稍作休息调
整后，便在当地向导的带领下去了
这间山村学校。和校长说明我们的
来意，校长看到中国朋友到访非常
高兴，给我们介绍校况：说有 80 多
个学生，从幼儿园到中学都有，相较
中学生的矜持和稳重，小朋友更欢
腾热情。我们到时，小朋友们正在
做课间操，我们以文具相赠。我姐
姐家读小学的妹子，被异国面孔的
同龄伙伴围着分礼物，略带羞涩，却
相处融洽。在这里，水泥板中间隔一
条板砖，就能吸引孩子们在挥拍玩乒
乓；泥泞的小片空地架俩筐就能跟一
群伙伴打篮球嬉戏⋯⋯我们不禁感
叹，不论贫穷与否，孩子们的快乐就
是这么简单。

当然，欣赏尼泊尔的风土人情，
也是我此行的目的之一。2 月 13
日，据说是湿婆神的生日，在帕斯帕
提那神庙聚集了很多人，他们祈祷
神灵，祈求幸福，有很多着装艳丽的
尼泊尔姑娘在接圣水，他们为神洗
脸、净身，因为他们相信“神住在这
里”，还有很多人让老者给他们脑门
上抹红点“TIKA”，代表信仰和食
物，点在额头上更是一种祝福，于
是，我也去凑了下热闹。

有“亚洲小瑞士”之称的博克拉，
海拔827米，坐落于加德满都峡谷的
西部，历来以“尼泊尔的历险中心”闻
名。是最富盛名的徒步漂流地，也是
户外运动爱好者的天堂。一路上，慢
慢行走，欣赏湖光山色的费瓦湖，同
时也去体验了一把世界三大滑翔伞
圣地之一的高空滑翔伞（价格也是最
便宜的），在无限天空之中，体验了一
把飞鸟的视觉。第一次感受到，原来
没有翅膀，我也能够飞翔。

虽然尼泊尔是一个贫穷的国度，
物资匮乏，基础设施简陋，但尼泊尔
人的热情和纯真，他们的微笑和透彻
心底的纯真眼神，令人难以忘怀。

讲述人：支慧，武进区实验小学分校英语老师

徒步尼泊尔，遇到一个不知名的山间村校

徐锐的家人在做粑
西热群措和同学们

李明锐在日本度春假

尼泊尔山间村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