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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年初一晚上，我和爸爸、妈
妈一起到淹城去看花灯、猜灯谜。

到大门口了，哟，人可真多
呀!人群密密麻麻。好不容易，我
们有了一个站脚的地方。我们在
人群中挤来挤去，终于挤进去
了。我抬头一看，哇，各种各样
的花灯五颜六色，可真多呀!有
八仙过海、七仙女下凡、十二生

肖迎奥运、凤凰公主、猪八戒打
呼噜、天安门城楼、祈年殿等。可
最令我流连忘返的还是北京天
安门和祈年殿了，做得太精致、
太豪华了。我们忍不住登上了
天安门城楼，因为是手扎的工
艺，走在上面摇摇晃晃很恐怖。
回到地面时，我深深地舒了一口
气。祈年殿花灯和北京的祈年殿

外表相差无几，爸爸开玩笑说，
到了这个祈年殿，就不用再去北
京的祈年殿了。我们看到的许多
花灯都是用普通的瓷碗、瓷盘、
汤勺做成的。看着这些美丽的花
灯,我心想：人们真了不起，能用
纸和碗做出这么漂亮的花灯来。

李公朴小学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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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陈卓

指导老师 殷维红

起初，我对梳篦比较陌生，
没有太多的了解，只知道它是
常州的特产。这个周末，妈妈带
着我寻访了常州“篦箕巷”，让
我大开眼界。
“篦箕巷”中的一家店引起

了我的兴趣。走进古色古香的厅
堂，我立刻被形态各异的梳篦吸
引住了。首先映入我眼帘的就是

那对“蝶恋”梳。听工作人员说，
这对梳篦的灵感来源于民间故
事《梁山伯与祝英台》。故事最后
说道，这对爱人双双化蝶，同飞
共舞。这对梳篦也正是寄托了着
美好的情感。其他的梳篦也同样
非常精美。你瞧，那急性子的“齐
天大圣”，那肥头大耳的“猪八
戒”，那各种神情的“脸谱”，那栩

栩如生的“仕女”，就连《红楼梦》
中的“林黛玉”都笑容满面呢，真
是令我眼花缭乱。
如今，梳篦已不仅是一种梳

头的工具，更是一种艺术品，被
越来越多的人喜爱，相信它以后
也会得到更多人的珍藏！
李公朴小学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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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陈鑫宇

指导老师 殷维红

踏着冰冷的北风，顶着飘落
的雪花，我跟着妈妈来到阿姨的
家———新闸。这儿就是常州萝卜
干的故乡。新闸的五香萝卜干微
甜、脆，加上大料茴香，腌的时候
还要喷上一点高度白酒，无上美
味。
新闸萝卜干的美味，在于新

闸的水土。阿姨告诉我，曾经的
新闸，家家户户都种萝卜。每到

农历十一月萝卜收获的季节，每
家屋前都会支起门板切萝卜。那
时候，满村的“咄，咄，咄，咄”的
切萝卜的声音，就像一首交响
乐。只要是晴天，村村的大晒场
上，每家大门前的空地上，就都
会摊满了匾箩。匾箩里铺满了一
大片，一大片的切好的红白相间
的萝卜片。那萝卜片弯弯的，红
的一面热情似火，白的地方清纯

无瑕，可爱极了。
我轻轻地，用两个手指拈起

一根萝卜干，嗅着那浓郁的香
味，把它放进嘴里；好脆！细细地
品味那淡淡的咸鲜，那微微的
甜。不知道二三十年以后，是不
是还会有常州的小朋友，可以品
尝到这最正宗的新闸萝卜干啊！

泰山小学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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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姚舜

指导老师 陈素云

过年了，家家户户都张贴起
了大红春联!这是咱们中国人过
年最基本的习俗。那么在我的老
家――陕西，又会有着怎样的过
年习俗呢？

我把这个问题扔给了爸
爸。爸爸告诉我：“咱们陕西民
风古朴，春节带有浓郁的乡土
气息和地方特色。”“就拿我们
陕西兴平来说吧，腊月二十三
就是年关，人们把腊月二十三
叫做‘过小年’。”在咱们农村
有一个习俗，名叫“祭灶”，意

思是祭主宰吉凶祸福的“灶王
爷”。过了“小年”一般农家要
杀猪、宰羊、碾米磨面、做点豆
腐、购买蔬菜、吊挂粉条……
每家每户都蒸着几笼馒头，要
吃到正月十五以后。过年前两
天，陕西人不论哪个地方，都
要“扫舍”（打扫卫生），一直要
忙到腊月三十那天，大家终于
盼到过大年了！爸爸还说：“大
年三十晚上，在咱们陕西都是
要吃饺子的，这个是和很多地
方的习俗一致的。”

而在咱们陕西的西安还有
一个习俗，就是正月十五要“张
灯”。正月十五那天，家家户户张
灯结彩，这个习俗也显示了人们
想让社会安定、风衣足食的美好
愿望。
听到这儿，我似乎有点意犹

未尽的感觉，陕西的年俗真是丰
富多彩呀！我对爸爸说：“明年我
们一定回陕西过个年，一起陪爷
爷、奶奶过一个地道的陕西年。”
泰山小学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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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符马欣怡

指导老师 蒋熙玲

学校开展“快乐语文秀”活动，
我们打算排练木偶剧。最终我们选
了《三头公牛和狮子》来表演。

故事准备好了，接下来就要做
材料了，我们先根据剧情画出牛和
狮子的轮廓，再涂上相应的颜色，
最后再剪下来，这样一个表演剧需
要的木偶就做好了。

做好了材料，紧接着就要练习
台词和木偶的配合。排练的时候什
么情况都有，有时候读台词的同学
读完对话，木偶还没有上台，有时
候演着演着木偶翻过舞台跌落到
地上，还有时配音的同学看得入

神，忘记读台词……在大家的精心
准备下，我们的木偶剧表演就排练
完成了，我也被老师选中参加“我
是00后”节目组的拍摄。拍摄时，
我的心紧张地怦怦直跳，但是我们
的表演非常顺利。

这次活动中我们剧组的同学
齐心协力，不仅完成了一个木偶
剧，还懂得了配合，同学之间的友
谊更深了，对剧本和排练课本剧产
生了兴趣，很期待明年的“快乐语
文秀”活动。

觅渡教育集团觅渡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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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石宜 指导老师 刘志宽

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
年功”。同学们经过一周多时间的
精心准备和排练，今天终于要大显
身手了。你看，黄朴言小队的双簧
表演，真是引人入胜。唐学行小组
的《三个笨学生》课本剧表演，把同
学们逗得捧腹大笑。

轮到我们小队上场了，我又紧
张又激动，看到队友们神情自若，
我深呼吸了一口气。我们组表演的

是课本剧《漂亮的乌鸦》，随着故事
情节的跌宕起伏，我们每一个队员
都投入其中，佩戴头饰，相互配合，
把一个充满童趣的故事演绎得惟
妙惟肖，尽善尽美。同学们的目光
被紧紧吸引，掌声、喝彩声交织在
一起，教室里暖意融融，快乐无限。

觅渡教育集团觅渡校区

三"

#

$班 曹翊嘉

指导老师 李华叶

伴着鹅毛的大雪，我们迎来了
一年一度的课本剧表演。一到中
午，同学们就按耐不住心中的兴
奋，纷纷讨论着课本剧会给人一个
意想不到的惊喜吗？

老师带着同学们来到表演厅，
等待着精彩节目。演员们抹上粉，
画上妆，换上装，一个个朝夕相处
的同学们全部认不出来了，演员们
一一粉墨登场。课本剧开始了，可
恶狡猾的狐狸一家专门占便宜，可
心里一点都不快活，想要寻找快活
林，走了三天三夜也没找着半个影
子。演员们都使出了浑身解数，时
而对白流畅，时而令人捧腹大笑，

时而模仿得惟妙惟肖，还有人气爆
棚的“小苹果”配乐，台下掌声此起
彼伏。这个节目就是要告诉我们根
本就没有快活林，快乐就是你相信
我，我相信你；快乐就是你帮助我，
我帮助你。

看了这样精彩的表演，我想不
能只看到了台上演员们收获的掌
声和成功，却看不到台下演员们付
出的努力和心血，为此让我对演员
们说一声：“谢谢！”台上一分钟，台
上十年功啊！

觅渡教育集团觅渡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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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杨懿凡

指导老师 徐凤英

我们学校举行了一场别开生
面的演讲比赛。演讲比赛完后，我
的第一大感想是：太紧张。

当五（1）班的选手演讲时，我
的小心肝“扑通扑通”直跳。虽然在
演讲前我虽然做了充足的准备，然
而我还是非常紧张。演讲中，有好
几次停顿，我紧张得一身冷汗。哎，
惨了!总之，紧张，紧张，还是紧张！

我的第二大感想是：语速太
快。

演讲时，还是因为我紧张无
比，语速讲得比光速还快，听起来

“叽里呱啦”的，有好几个字我都没
听清楚。我后面是三班的选手，他
就不怎么紧张，那简直是一个前后
对比，他语速缓慢，口齿清晰；我语
速飞快，口齿不清。

但是，邵老师鼓励我说：“没
事，我们重在参与，这次演讲比赛，
我们不是来拿名次的，而是来超越
自我的！”虽然我可能拿不到名次，
但是，这次演讲却锻炼了我，让我
变得更加自信起来。

觅渡教育集团冠英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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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霍雨舒 指导老师 邵吉

我踊跃地参与了觅渡语文秀
“演讲之星”的评比大赛，站在演讲
的舞台上，那种紧张之感油然而
生。刺眼的灯光照来，台下的评委
们终于在我的眼睛中显得朦朦胧
胧，拿起话筒的手冒起了冷汗，目
光聚集到了我面前桌子中的一台
电脑。我的话通过麦克风传到音
响，最后传入观众的耳朵里，也担
心地怕我第一次的演讲不成功，在
心里的默默打气让我慢慢轻松，越
来越自信，就像讲故事一样分享我
成长中的点滴。9位同学的读书或
成长故事，每个都生动有趣，都付
出了很多自己的精力。也许，这么

一次小小的锻炼就是一种战胜自
我的成长吧。

很荣幸，在演讲之后接受到了
00后记者的采访，面对镜头，仔细
倾听着记者的提问，娓娓道来。这
种成长也让冬天不再寒冷。

活动让同学们不断挑战、不断
历练，我在活动中不断收获，望着
晶莹的小雪花，眼睛和心是多么
明亮，飞向了雪的地平线。校园里
又热闹了，这种快乐将伴随着永
远……

觅渡教育集团冠英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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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於云桐 指导老师 马琴

我的民俗寻访记
快乐语文秀

我的家乡是常州，它是重要
的江南历史文化名城，很多人都
习惯称其为“龙城”。我和妈妈带
着弟弟就一起出发去寻访常州
历史了，下面就让我来给大家介
绍一下吧！

首先我们来到的就是位于
江南商场的一处雕像前，一匹高
大的马上，一个英姿勃勃的女青
年手举一把巨大的钥匙，她意气
风发，充满信心，骑在马上向前
奔驰，给人以不惧艰难险阻，勇
往直前的感觉。雕像的基座上前
面是刘海粟大师写的“未来属于
我”几个大字，在后面还有一段
铭记，记载了雕像的来龙去脉。
已经有30年的历史了。

随后我们来到了古运河大
码头的篦箕巷，它的原名叫“花
市街”，常州自古以来就一直以
制作篦箕和木梳而闻名，素有
“宫梳名篦”和“常州梳篦甲天
下”之盛誉。由于篦箕巷古时候
一到晚上家家店里挂着宫灯，个

个工场悬着照灯，常常彻夜不
灭。晶莹闪闪的灯彩映在运河水
里，站在文亨桥上远远看去，一
片锦绣迷人的景象，被称为“篦
梁灯火”。

在篦箕巷的巷口有一个高
大牌坊，上书三个红色大字“大
码头”，顾名思义，这里就应该是
大码头所在地，大码头旁有个皇
华亭。它是古时常州城区大运河
畔三个接官亭中级别最高的一
处。据史料记载，乾隆南巡途经
常州时，有三次就是从这个大码
头登岸进城的。皇华亭内有一碑
刻毗陵驿，由现代大书法家武中
奇先生所写，常州汉代称为毗
陵，因此这里的驿站叫做毗陵
驿，它在当时是仅次于金陵驿的
江南大驿。
沿着巷子一直向前就是文

亨桥了。旧时这里舟船穿越，
轮蹄交错，是主要的交通要
道。文亨桥属对置排列式三孔
石拱桥，全用青石构筑，每当

秋叶时分，皓月当空，清风徐
来，明月倒映，文亨桥的三个
洞环中均能看到，景色非常迷
人，这就是闻名遐迩的“文亨
穿月”。我和弟弟也一起去登
了下这座历史悠久的文亨桥，
虽然不能看到“文亨穿月”，但
踏着它的每层台阶也能感受
到它的浓重的历史韵味。

过了文亨桥就是常州有名
的西瀛门明城墙了，城墙是一座
城市沧桑巨变的见证，很多城市
都为没有自己的古城墙而感到
遗憾，我们常州竟还保留一段明
城墙，真是可喜可贺，它是我们
常州有深厚文化历史底蕴的重
要见证。1923年12月，因便于
防火取水，于此辟建西瀛门。这
也是常州仅存的明城墙了。到明
城墙上走一遭，晚风吹拂脸庞的
同时，我为我是常州人而感到自
豪。

泰山小学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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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张奕涵

指导老师 陈素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