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年的元宵节，爸爸妈妈都
会带我去淹城看花灯。今年元宵
节，我带着爸爸妈妈去淹城博物
馆看了一场不一样的花灯会。因
为今天的花灯都是由一些心灵手
巧的小朋友们做的。

一走进博物馆的展厅，我就
像走进了一个五彩缤纷的童话世
界。宽阔的展厅内挂满了各式各
样、五颜六色的花灯。一盏盏花灯
好像在争妍斗丽，让人眼花缭乱，

目不暇接。瞧！那精美的荷花灯、
星星灯、蘑菇灯、花瓶灯，漂亮极
了。看！那可爱的章鱼灯、甲壳虫
灯、小蜜蜂灯、小白兔灯，栩栩如
生。哇！“飞机”、“帆船”、“火箭”、
“坦克”、外星人的“飞碟”，都被挂
进了展厅，真是美轮美奂。

正当我陶醉在这美轮美奂的
灯海中时，一个声音提醒了我，
“咦，这个灯谜怎么猜？”我这才发
现，每盏花灯下都挂着一条灯谜。

于是，我一下子又被这些灯谜吸
引住了。我绞尽脑汁，猜出了好
几条：“三人叠罗汉（打一字）”
———众；“人人离座（打一字）”
———庄；“霸上（打一字）”———
雨；“再次祝贺（打一中国城市
名）”———重庆……最后，我拿到
了奖品———一盏别致的球形小灯
笼，我开心极了！
湖塘桥实验小学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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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王鑫琰

指导老师 冯晨芳

花灯艺术展现场，绚丽多彩
的花灯琳琅满目。有俏皮可爱的
兔子灯，有亭亭玉立的荷花灯，有
活灵活现的甲壳虫灯。我最喜欢
的就是那个逼真的小甲壳虫了。
你瞧，它是多么有趣，大大的眼睛
盯着你，我还跟它斗眼呢，脑门上
的两根触须晃来晃去，活灵活现，
栩栩如生。想不到，这些做工精
美、创意无限的彩灯大多数都出
自小朋友们之手，真是太棒了！
嗯，元宵节还有什么习俗呢？哦，
对了，还有猜灯谜！每一个精美的
花灯下都悬挂着一条灯谜。我一
边走一边浏览着。咦，这个我像在
哪儿看过哦。“千条线，万条线，落
到水里都不见”是雨！我拿着灯谜
兴冲冲地大步跑到领奖处，大声
说出答案，YES！得到了一个粉色

的小灯笼。
晚会开始了，首先是热闹欢

腾的舞狮舞龙。锣鼓声刚一响起，
狮子们就上蹦下跳，完成各种高
难度动作，再看看舞龙，灵活的龙

上下翻滚，一会儿首尾相衔，一会
儿变成划龙舟，一会儿又盘旋着，
精彩极了。
湖塘桥实验小学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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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陶景

指导老师 张红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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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哇！”一声声惊叹从正衡中学
七年四班传出；一阵阵元宵的香味
从这个温馨的大家庭中飘出；一股
股节日的暖意从这个集体中漾出。

这是个特殊的节日———元宵
节，这也是个特殊的班级———住宿
班，这样的“特殊”，酿就了我们的别
样元宵节。伴随着夜幕的降临，意
味着这一天又将过去，我有些怅惘
地想，不知道爸妈元宵节在家怎么
样了……正当这时，蔡老师踏着轻
快的步伐走进了教室，带着似阳光
般暖人心扉的笑容说：“今天是元宵

节，咱们就一起吃元宵过节吧！”听
到这个消息，全班顿时沸腾了起来，
一个个迫不及待地“收桌欲吃”，怕
有“一抢而光”的冲动啊！
很快，一碗碗热气腾腾的元宵

便送到了大家的桌上，还没开吃，一
股香味便扑鼻而来，如蜜般甜美。一
个个白白的元宵，宛如一个个小精
灵，向我们展示着白嫩的身姿，争着
被第一个享用。热气飞腾着，凝结
着，悄悄钻入每个人的心田，暖洋洋
的，舒适，惬意，门外依旧寒风瑟瑟，
教室内却暖烘烘的，从脸上漾出的

真挚与纯真，在教室内涌动着。
“老师，我还要一碗！”瞧！有的

同学已经吃完了，还有的似在慢慢
品味甘甜，更有的，已经“饿虎扑食”
般开始享用第二碗了呢！热情、欢乐
的气氛感染着每个人，外面的烟花
恰到好处地绽放了，绚丽多彩，美妙
绝伦，将原本漆黑的夜空渲染得万
紫千红，如百花齐放般争奇斗艳着。
那动人的花火为今天这个特殊的节
日增添了无限光彩。

正衡中学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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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刘文慧

指导老师 蔡惠

元宵猜灯谜活动开始了。一
张张红纸伴随黑字随风飘荡，犹
如在向每个同学招手，让他们赶
紧来猜谜，而同学们则早早在每
一个灯谜前拥成了一团。灯谜里
有猜学生姓名的，有猜汉字的，有
猜常用语的，还有猜物品的……

终于，我和班里的同学抢到
一个灯谜，而且是猜自己班同学
的名字，顿时自信心爆棚，可看了

谜面，内心的自信大打折扣（谜面
是：翼王在成都）。又过了一段时
间，依然没有结果。最后，被历史
老师猜中了，他说：“翼王就是石
达开，成都的市花就是芙蓉花，所
以一结合就是石蓉。”我们拍案叫
绝！

在猜谜过程中，天空中飘起
了细雨，但这却丝毫不能减弱大
家的热情，同学们的干劲反而更

加热火朝天。有的围在一个灯谜
前，全心投入，深思着;有的恍然
大悟，知道了谜底，不禁欢呼；有
的在人群中左转右溜，寻找着灯
谜；还有的正在揭谜处排队，要验
证自己的答案并获得兑奖券。我
们体验到了元宵节的团团圆圆、
热热闹闹……
市北实验初中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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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李祥明

指导老师 李爱红

元宵节是我国主要的传统节
日之一，因历代这一节日有观灯
习俗，故又称灯节。在这一天我校
组织了一次有史以来最为疯狂的
猜灯谜活动。全校师生集体参加，
猜对有奖可拿。

我本来就比较喜欢猜谜，还
有那诱人的奖品，所以我饭都没
吃好，就准备下楼好好奋斗一番
了。飞奔到门厅，早已人满为患，
只见树与树之间挂满了红灯笼和
灯谜，有让猜班级学生姓名的，猜
学校教师名字的，名著中主要人
物的，春晚演员名字的……唉，总
之是五花八门，眼花缭乱。本来以

为大家都会愁眉紧锁，一筹莫展
的呢，大错特错了。实际场面是，
学生工作人员刚发完谜题，不超
过3分钟，所有的谜题就都不翼
而飞了。再回头又一看，更为吃惊
的是在那校对答案处的地方，已
经摆起了长龙。这真是让人感到
匪夷所思啊，只恨下手太慢啊！

语文课代表已经在炫耀她拿
到的奖品了，是一盒精美的益智
玩具，看起来价值不菲。眼馋！我
在人群中上蹿下跳，终于找到了
一张谜面。我看了谜语觉得好难
啊，但是我立刻招兵买马，找来了
一堆“手下”。可是，不知道是他们

太没经验了，还是谜语太难了，他
们一个个要么装疯卖傻，要么就
是敬而远之，我被他们弄得哭笑
不得。还好，救世主班主任何老师
来了，他沉着冷静，从各个角度帮
我分析了一下，但是几乎没用，告
诉我们的答案是错的……

这个元宵节过得真是疯狂，
虽然奖品没拿到，但整个过程还
挺激动人心的呢。我已经在盼望
下一个元宵节，下次猜灯谜一定
要大显身手!

市北实验初中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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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许泽宇 陈桐

指导老师 巢静艳

元宵灯谜游乐会的现场真热
闹！我随着人流往里走，里面真是
人声鼎沸。同学们有的喜上眉梢：
“这个花灯好漂亮！”有的则愁眉
紧锁：“这个灯谜真难猜啊！”有的
在焦急万分地询问：“在哪儿‘点
赞’？”我抬头往上看，平时空空如
也的天花板上现在挂满了一盏盏
同学们亲手制作的花灯。这些花
灯有的精雕细琢，一看就知道它
的主人心灵手巧；有的略显粗糙，
但贵在别出心裁。这些花灯色彩
万千，形状各异，有宫灯样的，有
绣球样的，有小羊样的，还有莲花
样的……令人目不暇接。我和好
友吴佳琪做的花灯———“愤怒的
小鸟”也深藏其中。它是由2只鸟
组成的。红鸟怒目圆睁，眉毛都拧

到了一起，一副火冒三丈的样子。
蓝鸟眼神凶狠，尾巴高高翘起，一
副怒发冲冠的样子。两只鸟的下
面还挂着一个小红灯笼，上面有
我们出的灯谜。此刻正有两个同
学在细细观察我们做的灯笼，只
见他们把灯笼转来转去，里里外
外看了个遍，嘴里还称赞道：“这
两只愤怒的小鸟真不错，点赞！”
我在旁边听了，心里美滋滋的。他
们看完灯，又开始研究起谜语了。
只见他们时而挠头思考，时而激
烈地讨论，终于他们统一了意见，
兴致勃勃地去找工作人员对答案
了。我见他们猜出了灯谜，暗暗地
在心里也给他们点了个赞！
戚墅堰东方小学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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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吴其宪

指导老师 夏旭静

元宵节前，我就已做好我的
兔子灯。除了浑身雪白，外形栩栩
如生，它的身体两侧别出心裁地
添上了花纹，看上去十分美观。我
美滋滋地看着我的花灯，等待着
学校的元宵节活动。可天公不作
美，因为天气原因，活动推迟了一
天，这不禁为我泼了一盆冷水。我
看着我的兔子灯，焦急地盼望着
活动的到来。

元宵节活动当天，我迫不及
待的带上我的兔子灯，兴高采烈
地赶往学校。走进校门，走廊上、
教室前，各式各样的花灯琳琅满

目，令我看的目不暇接。“灯海”
中，同学们都争先恐后的挂上自
己的花灯，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
掩藏不住的喜悦。“哇！”我在心里
暗暗惊呼，带着喜悦的笑容，一
头扎进了茫茫灯海，郑重地挂上
了我的花灯。两旁，马灯、驴灯、
还有许多前所未见的创意花灯，
无不吸引着我们的眼球。制作材
料也五花八门：有的变废为宝、
有的用彩纸粘贴、还有的用钢丝
制灯……真是美不胜收！

戚墅堰实验小学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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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于

徐栋 指导老师 金凤珍

元宵节活动中，我们边欣赏
花灯边看花灯上挂着的谜面，绞
尽脑汁、搜肠刮肚的想着谜底，要
知道如果猜中的话，不但能从花
灯的主人那里得到一份小礼物，
而且能让同学对你刮目相看呢！
大家挨挨挤挤、边走边看、时不时
的哈哈大笑一番，那场景仿佛置
身南京夫子庙一般。灯谜的种类
也很多，猜字的、猜水果的、猜生
肖的、还有猜成语和地名的。我走
马观花的大概看了一遍，有几个
比较容易的我猜了个八九不离
十，可惜等我回过去摘谜面时，有
人已经“先下手为强”了，我赶紧
把刚猜到的一张摘下来，先去兑
奖再说。

来到兑奖处一看，好家伙，简
直是人山人海啊，好不容易轮到
我，我说出了谜面和谜底，那位负
责核对的学长说：“恭喜你，答对
了，请签上姓名，然后去找花灯的
主人要礼物。”我一看纸条上写的
居然是我的同班好友田洋，正准
备去找她呢，她倒好自动出现在
我面前了，“刘叶，快给我礼物，我
猜出你的‘狼来了’是什么了，是
一种水果———杨桃！”我扬了扬手
中的谜面说：“原来这是你的杰作
啊！”我们笑着互换了礼物，这真
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啊！
戚墅堰实验小学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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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刘叶

指导老师 汤海英

过元宵佳节 享欢乐无限
别样元宵节

师生猜灯谜，喜乐闹元宵

疯狂的节日

儿童花灯会

欢乐的元宵节

赏花灯

有趣的灯谜

元宵灯谜游乐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