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瞧，志愿者奶奶搓出来的
元宵圆溜溜的，活像一个个光
滑的小球儿。再看看我，废了
九牛二虎之力搓出的元宵却又
扁又瘦，活像一个锥形的小鸡
蛋，跟奶奶们比起来还差十万
八千里呢，真扫兴！
或许是我的扫兴被一位富

有爱心的奶奶看穿了。她笑眯
眯地抓了一大把面团放在我的
手中，亲切地说：“没关系，继
续，多搓搓就好了。”

是啊，不是说“熟能生巧，
业精于勤”嘛，只要我多搓几
个，肯定能跟奶奶一样搓得非
常精致！一个、两个、三个……

当我搓到第十三个的时候，我
惊喜地发现，我搓得跟奶奶一
样圆溜、一样光滑了。太棒了，
我终于会搓元宵了。真想将这
一好消息立即告诉爸爸妈妈。

实小教育集团双桂坊校区

三!

!

"班 贺铃霖

指导教师 王学进

“亲子元宵”乐融融
最期待的“银杏娃闹元宵”的第四“闹”———

做汤圆终于拉开帷幕啦。家长们也热情参与，来
当现场指导了！
我的妈妈是负责带领我们一组同学的。妈

妈干劲十足，撸起袖子就和面。她先是让我们往
面粉里慢慢倒热水，然后用勺子搅拌面粉，当面
粉结成块的时候，她就呼哧呼哧用力把它们揉
成一个大大的面团，她熟练的动作让同学们啧
啧赞叹。妈妈给我们每个人分了一个面团，耐心
地教我们：“把小的面团捏成扁平的，用勺子把豆
沙馅放在面饼中间，最后把馅包裹起来。注意啊，
一定要把封口封住。然后放在掌心里慢慢搓圆
……你们看，汤圆做好了！”我们认真看、仔细听，
按照妈妈的示范慢慢地学做了起来。可是为什么
那面团在妈妈手里乖巧听话，到我们手里就调皮
捣蛋了呢？妈妈告诉我们馅不能放太多。我们试
着又做了一个，耶！这次终于做得像样了！
半个多小时过去了，汤圆都做好了，虽然我

们做的汤圆奇形怪状，而且大小不一，可这都是
我们和妈妈一起动手劳动的成果呀。“亲子元
宵”乐融融，我们顾不上脸上、衣服上都是白白
的面粉，都开心地笑了。

实小教育集团平冈校区四!

"

"班 史烨晗

指导老师 包丽娟

欢欢喜喜品元宵
上元宵喽，一人一碗！我可不客气喽，拿起

勺子，舀了一粒放进嘴里，细细品味。哇！元宵甜
而不腻，且爽滑可口，糯糯的，很有嚼劲，还带有
一股桂花、茉莉的清香。小小的元宵，带给我的
简直就是味蕾的绝佳享受！

我正美美地品尝着，听到老师招呼大家再
去添元宵。我这只“天字第一号大馋虫”立即将
剩下的元宵全塞进了嘴里，又吸光了碗里的甜
汤，快步冲上去。哈！再来一碗！我心满意足地
美滋滋地享用了起来。

都说大家一起吃就特别香，这可一点不假，
瞧！小琪同学不停地咂巴着小嘴，对着人间美味
回味无穷呢！小吴同学又腆着圆鼓鼓的肚皮上
去添了一碗！———拜托！你已经添第五次了！小
冯同学，你一直“虎视眈眈”地在桶边转悠干嘛？

终于让我们这群“馋虫”吃够了！老师也笑
了起来，低头一看，盛元宵的桶已经见了底……

实小教育集团双桂坊校区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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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宋淼

指导老师 丁文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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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5日，元宵佳节，实小教育集团为孩子们送上了一份别样的元宵节礼物———充满民俗
味的舞龙表演、抖空竹表演、做花灯、赏花灯、做元宵、品元宵……更让孩子们开心的是，这一天
不用上课，在欢声笑语中尽情地体味童年的快乐，感受民俗文化的魅力！

离校门还有一段距离，阵阵
活泼、喜庆的敲锣打鼓声便源源
不断地传来。声声入耳，声声热
闹，大有锣鼓喧天之势。定睛一
瞧，远远看见校门口站着几位老
师，他们或肩挎鼓，或手拿锣、
镲，面带喜色，看着就让人觉得
精神。许多路过的行人听到这动
静，都忍不住驻足观赏。

我迎着这铺天盖地的喜

庆声走进了校园，眼前不觉一
亮。今日的校园与往日不同，
那教学楼不知被谁染上了一
抹抹大红色———那是一个个
鲜艳夺目的灯笼。往左右一
瞧，呵，两旁的树木上也点缀
着一盏盏小灯笼，远看仿佛一
朵朵含羞待放的红花。这些灯
笼看着真是令人赏心悦目，给
这校园增了几分暖暖的味道。

踏着从广播里流泻出的欢
乐曲调，我愉悦地上了楼，走进
教室，那一张张熟悉的笑脸显
得愈发甜美动人。今天是元宵
佳节，可以放下所有的烦恼，笑
着聊着闹着度过，将会是我小
学生涯最甜蜜的一天。

实小教育集团双桂坊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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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汤栖桐

指导老师 耿银辉

“丰收的新年多热闹，大街
小巷放鞭炮，舞龙灯踩高跷，家
家户户乐逍遥……”舞龙灯是
我国传统节日元宵节必不可少
的庆祝活动。这本来看似只在
大街小巷中游走的龙灯，竟然
舞到我们学校来啦！

你听，“锵锵锵———锵锵
锵———”碰碰镲首先响起，继而
锣鼓的节奏响起来了,渐渐地
镲声、鼓声、锣声变得雄壮喧腾
起来，传遍操场，响彻云霄。

你看，一条黄龙出现在操
场中心，龙头高昂，眼睛炯炯有
神，龙身金光闪闪，巨龙大约
20米长，由十多个穿着玫红袍
子的大妈舞着。“哇———”同学
们的惊叹声不绝于耳。一位身
穿黄袍的舞龙者举着龙珠，龙
球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巨龙随
着龙珠游走。

我们目不转睛地盯着，只
见巨龙一会儿游腾而上，直奔
云霄；一会儿俯冲而下，势如遁

地；时而又腾云驾雾，时而又翻
江倒海，真是威风凛凛，气势磅
礴。大妈们手举着木棒，一会儿
跑一会儿跳，一会儿站一会儿
蹲，好像孙悟空挥舞金箍棒一
样潇洒自如。巨龙在她们手中
尽情地飞跃、翻腾、游动。同学
们情不自禁地鼓掌叫好，整个
操场沸腾了……

实小教育集团双桂坊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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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盛昌皓

指导老师 倪雪莲

伴着“咚咚”的锣鼓声，操场
上最让人期盼的“舞龙”开始啦！
只见一条威武的蛟龙追着

一个绣球，从人群外绕了一圈
后径直来到了操场中央。好大
一条长龙！这条龙大约有二十
几米长，那龙头硕大而威严，龙
须飘动，目光如炬，威风凛凛，
很有神韵。舞龙人身穿红色对
襟衣，腰扎黄色绸带，头戴彩
冠，个个精神抖擞。

随着密集而有节奏的鼓点
声，这条巨龙在舞龙人的舞动
下，一会儿跟着绣球匍匐前进；
一会儿又缠成了一个“8”字
形，首尾相映，看着它活灵活现
的样子，同学们都忍不住拍手
叫好！
“龙”越舞越精彩！看，绣球

螺旋式地上升，“神龙”的身体
在不经意之间缠绕在了一起，
它好像被困住了。不过，舞龙

人一个转身，“神龙”就摆脱了
束缚。看，它把龙头高高地翘
起，衔住绣球，那神气样，仿佛
在说：“就这招式也想困住我，
也太小看我了吧！”
今天能看到热闹又精彩的

舞龙灯表演，真是太爽了！我要
为舞龙灯点赞！

实小教育集团双桂坊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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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朱冠宇 周靖程

指导老师 阮霞

抖空竹是中国的传统民间
游戏。它是以竹木为材料制作
而成，中空，因此得名。元宵节，
我们实小的银杏娃们有机会一
睹“空竹”风采了。

瞧，操场上，里三层外三
层，聚满了观赏表演的师生。
只见身穿黄衫白裤的艺人，正
拽拉着细细的长绳，抖动起空
竹来。他们的动作是那么娴熟

而富有韵律，像舞蹈家在翩翩
起舞，又像魔法师在施展魔
力。而小小的空竹上都涂满了
绚丽的颜色，背后系了一条条
彩带，在老艺人的手中翻腾跳
跃，襟飘带舞，令人目不暇接。
这时，各哨同时发音，高亢雄
浑，声入云宵，好似龙吟虎啸。
一条“龙”飞舞起来了，两条
“龙”飞舞起来了，第三条、第

四条……只见一条条“龙”在
天空中飞舞、咆哮、嬉戏，引来
了阵阵掌声。我不禁想到网上
的《空竹赋》：“乐手无踪洞箫
吹，精灵盘丝任翻飞。小竹缘
何成大器，健身娱乐聚人气。”

实小教育集团平冈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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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李翔

指导老师 董薇

制作“莲花灯”
开始制作花灯了，我、吴芷珺和

黄洋一组，准备合作制作一盏莲花
灯。

吴芷珺负责把皱纹纸剪成小块
的梯形，我负责把梯形的上边捏成小
巧的花瓣，而黄洋则负责把花瓣一层
一层沿纸杯的外壁黏上去，做成莲花
造型。只听得吴芷珺喃喃低语：“哎，
又剪歪了……”而我也力不从心，柔
软的皱纹纸比真的花瓣还要娇嫩，一
碰就破，我只得小心更小心。再看看
黄洋，也是眉头紧锁，正看着沿纸杯
壁上黏上去的花瓣发呆呢，那些花瓣
就像一个个调皮的孩子，东倒西歪
的，还时不时地垂下脑袋，冲着你挤
眉弄眼……哎！这小小的莲花灯真把
我们愁坏了。

我们相互鼓励，共同揣摩，渐渐
地进入了状态。吴芷珺剪下的纸片大
小逐渐统一起来，而我也越捏越顺
手，失误越来越少，花瓣在黄洋的“驯
服”下也变成了一个个听话的好孩
子，顺从地“立”在纸杯的外壁之上，
精神抖擞，容光焕发。我们三个配合
越来越默契，流水操作，有条不紊。

我们的莲花灯终于“新鲜出炉”
了！那一层层花瓣从下往上，逐渐变
小，由梅红渐变为粉红，层次分明。在
绿绿的荷叶地衬托下着实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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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纪伟靖 吴芷珺

指导老师 章坚无

赏花灯 猜灯谜
“挂花灯啰！”同学们纷纷把自己

亲手制作的花灯挂起来，操场顿时成
了一条花灯大街。人越聚越多，同学
们有的静静地站在花灯前，读着灯
谜，若有所思；有的摆弄着精致的花
灯，赞不绝口；还有些调皮的绕着花
灯追逐嬉戏，不时传来欢声笑语……

忽然，一个五颜六色的花灯映入
眼帘。走近一瞧，原来是个憨态可掬
的“小羊羔”。它全身黄白相间，瞪着
水灵灵的大眼睛，撅着肥嘟嘟的小
嘴。我迫不及待地伸出双手，托着它
的下巴，“咩咩”地叫了几声。一阵微
风拂过，花灯随风摇摆，好像一边秀
身材，一边欢唱着“小苹果”，真是令
人陶醉。

我顺手接住一条灯谜：“遇事不
求人（打一成语）”。我挠了挠脑袋，埋
头苦思：“这个灯谜说明要独立……”
我喃喃自语，随后若有所悟：“自力更
生，对，就是自力更生！”我兴奋地大
叫起来。当我翻过彩纸，揭开谜底时，
激动地拥抱起身边的同学，开心地跳
了一圈又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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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孔怡岚

指导老师 毛成

这一天，不上课，只闹元宵

甜蜜蜜

乐赏舞龙灯

我为舞龙灯点个赞

小小空竹“抖”起来

“搓”出好心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