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年“芳记”

站在大名鼎鼎的百年“芳记

饼店”门口，一股浓浓的香味便钻

入鼻孔，顺着香味，我走进了月饼
制作坊。

进入制作坊，眼球立刻被花花
绿绿的食材给吸引了，有果仁，豆
沙，苔菜，芝麻……我目不转睛地
盯着淡黄色的粉团在阿姨们手里
像绵羊般乖巧，任她们摆布。在阿
姨的指点下，我迫不及待地拿起面
饼和一块像沙琪玛一般的馅儿，想
好好露一手。将面饼平放在手心，
小馅团放在面饼中央，左手大拇指
紧按着馅儿，右手有规律地沿着四
周转动，最后猛一收口，搓成圆球
状。离开阿姨的指点，我试了两次，
次次失败。正打算放弃，阿姨却主
动耐心地教我方法与技巧，跟随着

阿姨一步步地做着，终于成功了，

内心不禁欢呼雀跃。
圆球放入模具压扁是月饼制

作的第二道工序。圆球进入模具，
用手心轻轻按压，圆球填满模具，

成了圆饼，取走模具，盖上馅名印
章，月饼才算完成制作工序进入
烤箱。
“芳记饼店”的第五代传人陈

家礼先生告诉我们，“芳记饼店”

是家百年老店，由太外公创立传
承至今，“芳记”的名字取自陈家
礼先生母亲的名字。

闻着烤箱中溢出的诱人香
味，听着“芳记饼店”的百年历史，
今天的我觉得格外的美味……

小记者 林宜橙

做月饼
中秋的传说

很多，印象最深
的就是“嫦娥奔
月”的故事。月亮
圆圆，意味着团
圆；月饼圆圆，家
人团圆。今天，我
们小记者来到
“芳记饼店”，在
体验做月饼中感
受圆圆月饼的团
圆之美。

跨进店门，
眼前的一扇扇玻
璃柜门内，各式
各样的月饼排列得整整齐齐。广式的蛋黄馅、豆沙馅、
水果馅；苏式的百果馅、苔菜馅……撩人的香味引得
我们只咽口水。

进入一扇毫不显眼的小门，里面便是月饼制作
坊，映入眼帘的是满桌子的月饼皮、月饼馅和未经烘
烤的月饼，几个阿姨正埋头熟练地做着月饼。只见她
们拿起一块饼皮，塞进一团百果馅料，双手交叉，一手

拇指按着不时被挤出来的馅料，一手把皮拉大，包住
馅，再将顶上多余的皮摘掉。糯米团似的圆球经过模
型的按压，月饼的形状就出来了，给做好的月饼盖上
一个红色的印章，就要送进烤箱了。

看着阿姨娴熟的手法，我也情不自禁地学了起
来。从阿姨手里接过月饼团，小心翼翼地将它放进模
型里，使劲按了下去，感觉手心的触感不对劲时，才发
现月饼已经被我压得“呕心沥血”了，重复做了好多
次，才勉强做成一个像样的月饼。

原来，看似简单的做月饼，还得有许多技巧才能
成功！

小记者 何馥伊

“芳记”芳容
“中秋鲜果

列晶盘，饼样圆
分桂魄寒……”
中秋节当然少不
了美味的月饼。

中秋前夕，我们
象山新闻中心小
记者来到了“芳
记饼店”进行了
实践活动和采
访。

一进门，我
就闻到了一阵独
特的香味，让我
口水直流三千

尺。“揉搓细面尘，点缀胭脂迹”我快速地戴上手
套，准备大干一场。我们做的是传统苏式月饼，外
面有一层酥脆饼皮，月饼馅儿是我最喜欢的百果味。
拿起一个面团和一块馅，先把面团用擀面杖推成薄
皮，包起馅往下按，面团往上提，捏成一个水滴状，

再把头上多余部分摘去，感觉像在做包子一样。包
好馅的圆球按进模具，把它变得更加漂亮规整，圆
球也就成了圆饼。圆饼还得敲上馅名印章，我拿起
印章先按了一下印泥，重重地敲了下去，师傅提醒：
“盖印章的力气要把握好，太重，会使月饼中间凹下
去；太轻，字又会太淡，烤出来时印就会完全不见
了。”按照师傅的要求，果然印得漂亮，又使饼面平
坦。师傅还告诉我们，烤熟月饼需要用 200度高温
20分钟左右完成。

在“芳记”第五代传承人陈家礼口中得知，
“芳记”这个名字是他外公取的，“芳”是他妈妈名
字中的一个字，记就是让他们传承人记住这门手艺。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这几

天，“芳记”月饼正通过快递送到全国各地，让在
异乡的象山人也能尝到故乡的味道，小小的月饼也
能一解他们的思乡之愁！

一枝独秀
不是春，万紫
千红才是春。
一 人 会 葫 芦
丝，一个班会
葫芦丝，乃至
整个学校会演
奏 葫 芦 丝 ，
“课程超市”
中的葫芦丝是
我们学校的一
大特色。每周
五下午，学校
准时提供十字

绣、篮球、乒乓、丝网花、二胡、古筝、电脑绘画

以及手工编织等等丰富多彩的课外兴趣活动。在
“课程超市”里同学们可以尽情享受这美味的兴趣
“大餐”，“鱼”和“熊掌”不会顾此失彼，兼能为
大家所得。

我学的是手工编织，它是用一种小巧的勾针
和毛线来编织的。初入课堂，望着老师呈现给我
们的精美作品，真是羡慕又惊奇，不知以后自己
是否也能钩织出如此漂亮的作品，心里充满忐忑
和莫名的期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先从基本
功做起，专业老师耐心地一步一步教我们如何握
针、提线、穿行。刚开始，大家手法都很笨拙，
不是掉针就是漏线，感觉针和线老和自己胡搅蛮
缠地对着干，多希望再来一双手就好了。老师似
乎觉察到我们的情绪，细心地在一旁指导提醒着，
慢慢的，我们静下心来。咦，感觉自己熟练了，
手也听使唤了，线也顺了，此时我才真正体会到
熟能生巧这个道理。经过多课时的练习，到了中
级阶段，老师带来了许多样品让大家选织，我挑
选了一朵玫瑰花样品来编织。看着自己手上的毛
线在勾针的带领下灵活地穿梭，心里美美的，感
觉自己正在编织一朵芳香四溢的鲜花，编织一个

绚丽多彩的梦想。
我对手工编织越发喜爱了，同时在这里我也收

获了同学们暖暖的友谊。“课程超市”，让这朵育
人之花越开越艳，让我们在这里尽情的放飞希望和
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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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我躺在草坪上，目光随
着上空飞行的蝴蝶移动，在无限
的静谧中，忘了世界，也忘了自
己，追随着它们。

空间在我眼前扩大了，一片
片叶子组成了一个大花园。一只

斑蝶，一只身披着黑色盔甲的斑
蝶，在花园口飞来飞去，我想，它
一定是这片花园的守护神吧！你
看它在每只蝴蝶上转来转去，仿
佛是个检查官。一个紧接着一个，
一个紧接着一个，不辞辛苦。

凤蝶姐姐们来到休闲街，给
粉丝们跳舞，它们身披着色彩艳
丽的彩衣，亮闪闪的，在灯光的照
耀下显得格外华丽。它们身姿轻
盈，煽动翅膀，飞上飞下，极为优
美。我想凤蝶姐姐们的舞蹈，一定
勾住了在场每一只蝴蝶的心吧！

粉蝶是飞行最快的吉尼斯保
持者，曾在奥运会多次拿金牌。它
不像大闪蝶那么尊贵，也不像凤蝶
那么艳丽，虽然外形普通，但它技
艺超群，飞行速度无人能及。它为
什么能飞得如此之快？因为粉蝶个
体小巧玲珑，翅膀小，阻力也较小，

这才能使自己飞得更快。每次比完
赛还有很多记者争相采访它呢！

还有一位不可或缺，它可是
为这个村落付出了很多心血，它
就是为民驱赶天敌的枯叶蝶。枯
叶蝶在蝴蝶家族中是多么的不起
眼，穿着一件陈旧过时的棕色衣
服，但却有非常大的用处。枯叶蝶
静静地站在枯叶上，目不转睛地
盯着远处，天敌一来，枯叶蝶就引
诱它，把它吸引走，然后再躲进枯
叶堆里，天敌就找不到它了。

在蝴蝶的村落里，可不止有
那些蝴蝶村民，这还是中外动物
的游乐所。夏天，当红歌手知了先
生为它们演唱，还有小飞蛾上门
来请教凤蝶姐姐们……

我悠悠忽忽漫游了一个中
午，直到下课铃声才把我的心灵
换回。

蝴蝶的村落

小记者 林予馨

中秋佳节是我国的传统节日，
每当这一天即将来临，大街上随处
可见香气扑鼻的月饼新鲜出炉。
“芳记饼店”是象山的月饼特

色店。刚到店门口，只看见店内排
满了买月饼的人，有要苏式百果
的、苔菜的，有要广式豆沙的、草
莓的、蛋黄的，还有的顾客在提前
预定。进了门，烤箱里飘出的香味
直钻我鼻子，闻着让我直咽口水。

带着体验和采访的任务，来
到月饼制作坊，只见阿姨们熟练
有序地做着每一道工序，擀皮、包

馅、压模、烤制、包装,一气呵成。
看似简单的程序，到我手里却是
手忙脚乱，弄得满头大汗，还是包
好这边那边露馅，费了好大的劲
才终于完成一个。
“芳记饼店”第五代传人陈家

礼告诉我们，他的太外公是“芳记
饼店”的创始人，传到外公这一
代，随着妈妈的出生，外公就用妈
妈的名字给饼店命名为“芳记”。

亲手体验做月饼，还倾听百
年老店的历史，这一天的收获可
真不少！

中秋前夕走“芳记”

小记者 林雨瞳小记者 何怡萱

一进“芳记饼店”大门，我就看
到了各种各样的月饼：有广式草莓
味、豆沙味，有苏式椒盐味、百果味、
苔菜味……让人看了直流口水。

体验做月饼是我们今天来
“芳记饼店”的目的。拿起一个粉
团，用擀面杖把粉团压成薄薄的
饼皮，再放上香喷喷的百果馅料，
小心翼翼地把皮裹起来，轻轻地
摘掉多余的面粉，放进模具压成
均匀扁平的面饼，最后敲上章，我

的月饼就做好啰。这是我第一次
做月饼，好开心！

等待着月饼进烤箱再出炉的
时间里，“芳记饼店”的第五代传
人陈家礼叔叔向我们讲述了“芳
记饼店”名字的由来，原来，店名
取自陈家礼叔叔妈妈名字里的
“芳”字，陈家礼叔叔还一一解答
了我们提出的很多问题。

开心的体验，圆圆的月饼带
给我甜甜的梦想。

圆圆月饼甜甜梦

小记者 姜育恒

体验做月饼
“明月几时

有，把酒问青天
……”苏轼的水
调歌头，不仅是
一首诗，还是妈
妈最喜欢的一
首歌。每次快到
中秋节时，妈妈
都会哼这首歌，
于是我就知道
一年的中秋节
又要到了。
今年的中秋

节觉得特别有意
义，因为我们小
记者走进了象山本地的月饼大王“芳记月饼”，不单单
是采访，还有亲手制作月饼体验，真的太开心了。

这是我第一次做月饼，本来以为没有什么难度，

非常的简单，可是动手做了，才知道做月饼原来这
么难。先把一团粉压成一张薄薄的饼皮，然后把一
块百果馅料包在里面，一手挤进馅料，一手转着饼
皮包住馅料，直到面皮紧紧裹住馅料后，再放进模

具压制，一个百果月饼的形状就出来了。压好后的
月饼还要在上面敲个印章，让人明白这是什么月
饼。看着自己动手做的月饼进了烤箱，感觉太有成
就感了。

通过这次采访，我学到了很多，也希望每一年的
中秋都可以自己动手制作月饼。

小记者 钱禹佑

小记者 陈姿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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