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丹城五小 405班 林欣雨 指导老师 刘云眉

年，是一个顽皮可爱的孩子。他喜欢到处游玩，
玩累了，他就停下来，到处随意逛逛，所到之处都充满
了年味。

年一来到小区，立马给小区角角落落都穿上了一
件件喜气洋洋的新衣裳。

小区门口的大树上挂着一盏盏大红灯笼，风一
吹，大红灯笼就挺着圆鼓鼓的肚皮，甩动起底部黄色
的流苏，跳起了滑稽的舞蹈。大铁门上，有一个像红
宝石一样的中国结，上面还用金色的颜料写了一个
“福”字。进入小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门口的投屏，
投屏不停地变换着年味十足的画面，不停地哼唱着喜
庆的乐曲。经过小区内挺拔的树木，你不妨停下脚步，
伫立细看，挂在树枝间一个个小红灯笼同样引人注
目，当他们随风摇摆时，就好像在跟我们躲猫猫。就
连走廊也穿上了用小红灯笼做的红衣服，红鞋子，红
围巾，红外套，红帽子……每户人家的门前都贴着对
联，倒贴着福字。这些仿佛是年送给人们的邀请函，
告诉走亲访友的人们，新年到了！

年闯进了超市，对着超市唱响了快乐的歌曲。
超市里，人声鼎沸，人们眉开眼笑地挑选着年货：

有的走到货柜前，瞪大眼睛精挑细选着要买的东西；
有的左手拿着一袋苹果，右手拿着一袋梨，一番仔细
对比后，将心仪的零食小吃放进了堆成小山一样的购
物车；有的大刀阔斧，豪迈地将入眼的年货都扔进了
购物车，不一会儿，购物车就堆得满满的了……就这
样，甜蜜蜜的糖果，软绵绵的蛋糕，甜滋滋的饮料，香
喷喷的烤鸭……滋溜滋溜地滑进人们的购物车。一
份份年货，就像是新年的一个个大礼包，给人们特别
是孩子们带来甜蜜的笑脸。超市里欢快的歌曲，好像
是新年吹响的号角，告诉买年货的人们，新年到了！

年传递着游子对家人的牵挂。
车站里，人们坐在椅子上，看向远方的美丽家

乡，想着就能吃到家乡的年夜饭了，想着就能和家
乡的亲人团聚了，脸上流露出了美好的笑容。火车
的鸣笛声，好像是新年的歌声，告诉回家的人们，新
年到了！在疫情还没完全解除警报前，多数人选择
了就地过年，这时的年，可爱又懂事地用各种方式
慰藉着“异国他乡”的人们：一个电话，一句句新年
的问候，一声声真挚的祝福，仿佛“天涯若比邻”；一
个视频，一张张灿烂的笑脸，一双双眯起的眼睛，恍
若“人面桃花相映红”；一份礼物，一道道独特的家
乡风味，一缕缕满足的叹息，正如“此心安处是吾乡”
……

新年，在小区的装扮里，在超市的歌曲里，在游子
的牵挂中，在你和我的心里……只要心中有爱有牵
挂，便到处是年到处是家。

姻 海山诗苑

大目湾实验学校 304班 吴依萌 指导教师 丁建英

2月 6日是农历腊月二十五，家家户户贴上了春
联。街上更是红火，大家都在忙着备年货呢。今天我和
爸爸起了个大早，赶去外婆家做红豆团，我既兴奋又
好奇，左思右想：红豆团是怎么做的呢？

到了外婆家，外婆已经准备好了主料：糯米粉、艾
叶、红豆泥、红糖、桂花等。外婆开始制作了，她先把艾
叶捣成汁，和着糯米粉做成粉团。开始揉面团了，爸爸
带着我，用两只手使劲地揉呀揉。这时，粉团的颜色碧
绿且有光泽，光看着颜色就让我很有食欲。接着，外婆
开始做馅，今天做的可是红豆桂花泥馅，把煮熟的红
豆撒上桂花，再捣成泥。馅料准备好后，外婆把它放在
一边，把刚揉好的面团平均分成小剂子，大小相同。接
下来开始包馅了！只见外婆将小剂子揉成圆球，稍微
按扁点，中间按个窝窝，再把馅料放中间，让面皮完全
包裹起来，再按平揉圆就好了。

看着外婆做得非常熟练和轻松的样子，我跃跃欲
试，笑着对外婆说：“我也想试试！”外婆满脸堆笑说
“好。”她递给我一个青团剂子。我照着外婆刚才的方
法做了起来，感觉面团揉起来像我平时玩的橡皮泥，
软软的。可是，我把馅料放进去时，却怎么也包裹不起
来，开了大大的口子。在场的人都笑了，我也“咯咯咯
咯”地直笑。外婆乐呵呵地对我说：“萌萌，你已经很棒
了，这是你第一次做红豆团呢！你爸爸小时候，还没有
你做得好呢！来，再看我做一遍。”这一次，我看得很认
真，边看边做，很快，就学会了……

紧接着，我们把做好的青团再用泡好的糯米裹在
外面。一个个青团逐个都做好了，并在青团上面用红
色米点缀，就做好了红豆团。哇！好漂亮呀！

最后该蒸红豆团了，外婆往锅里倒了大半锅水，
架上红豆团，盖上锅盖，便开始蒸了。大约煮了十五分
钟，厨房里弥漫着蒸气，感觉像在云端里，空气中散发
着一缕缕红豆团诱人的清香。外婆掀开锅盖，那香味
更浓了。我赶紧凑上前去，瞧那红豆团个个亮晶晶的，
泛着深绿色，红色的糯米点缀其间，个个晶莹剔透，我
的口水都要流出来了。“开吃吧！”外婆一声令下，我们
大家开始品尝自己的劳动果实了。哇，这红豆团入口
嫩滑，甜而不腻，红豆沙的沙软，混着淡淡的桂花香，
太好吃了！“红豆团是我们象山年的文化符号，团圆甜
蜜才是过大年；做了、吃了，新的一年才有奔头和盼
头。”外婆笑着说道。

豆团香满室，辞旧迎新春！我看到了年味，听到了
年味，闻到了年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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缕缕团香聚年味

新桥学校 703班 刘兆怡 指导老师 徐志文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一首王
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把我的思绪带回了遥
远的故乡———山东。

乡愁之中，最为铭心者，乡味是也。在我们山东
啊，一提起春节，必定会想起满桌的美食。按照当地
的习俗，年夜饭无论如何，一家人都必须团聚，吃上
一口热乎的饭菜。记得有一年，我们家在大年二十九
就备好了菜，除夕夜当天啥也不干，光做饭。奶奶说，
除夕夜啊，是一年当中最后一顿饭了，一定不能嫌麻
烦，吃的就是一个排场！一家人围在餐桌旁说说笑
笑，玩玩闹闹。欢声笑语中饱含了对过去一年里的回
忆和总结，又蕴藏了对新一年无限的憧憬和向往。

正月初一餐桌上必不可少的当然就是饺子了！
听爸妈说，正月初一的饺子须得是素馅的，不能有
肉，要到初二才能开荤。于是我又特别盼望初二，有
时候嘴馋了，便会对妈妈撒娇，求她在素饺子里掺
几个肉馅的。

乡愁之中，最为难忘者，乡俗是也。初一起床,
从最亲的长辈起挨个到亲戚那拜岁，收红包，吃各
种零食小吃。初一到初三这几天里，大家可以尽情
地放松，不必工作或学习。所以我啊，也能肆无忌惮
地撒欢儿了，冲出家门，和小伙伴们使劲地玩。

今年的春节，由于新冠疫情的原因，我们一家
都留在了象山过年，我也感受了一次别具一格的象
山年。

象山的春节是不吃饺子的，吃的是米馒头、年
糕、麻糍等小点心。除了点心，还有很多美味的海鲜，
有咸包蟹、鱼糍面、青蟹土豆羹、红烧望潮、三黄汤、
咸菜黄鱼、焖蛏、葱油泥螺、白斩鹅，各式各样，数不
胜数，真是看得我眼花缭乱，口水直流啊！春节未到，
热情的邻居就邀请我们去家里做客，端茶倒水，招呼
我们。不一会儿，桌上就摆满了美食。大人们推杯换
盏，聊得热火朝天，我们小孩子也没闲着，吃完饭便
一拥而出，来到村里的广场做游戏，放烟火。酒足饭
饱，我们才慢慢悠悠的走回自己家，屋外阳光温暖，
冬日的寒气慢慢消退，让人感觉仿佛春天已经来到。

忆往昔峥嵘岁月，看今朝风华少年。山东是生
我、给我生命的第一故乡;象山是养我，给我知识的
第二故乡。这两个地方都已经深深地融入到我的血
液之中了，任何一方都让我难以割舍！未来，我可能
还会走遍祖国的很多地方，但无论我走到哪里，我
都离不开我脚下的这片土地。无论是山东人还是象
山人，我们都是中国人！他乡亦是故乡，只要我们所
有的中国人团结一致、众志成城，一定会战胜疫情，
战胜一切困难，再相聚过大年，迎来美好的明天。

他乡亦故乡

别样的新年

实验小学 408班 李易桐 指导老师 潘阿女

好久没有去看望外公、外婆啦!周末，我和妈妈拎
着礼物去乡下看望他们，一阵寒暄之后，外公与往常
一样，带我去那块最让我惦记的绿油油的菜园。

已是深秋快初冬了，一路上的景象颇为萧条。我
们说说笑笑，边走边聊，很快就来到久违的菜园。外公
的菜园不大，但种植的蔬菜品种繁多，勤劳的外公每
天都到菜地里翻土、除草、施肥，精心地照料着它们，
因此蔬菜都长得生机盎然。

我被眼前的景象迷住了。菜园四周种着萝卜，白
萝卜长着绿油油的头发，露出了半截白白的脸蛋，神
气极了。菜园中间种着两排玉米，长得比我还高呢！它
们站得笔直，整齐得像两队威武的士兵守着菜园。玉
米成熟了，像一个大把年纪的老爷爷，长着长长的胡
须。菜园的右上角挂着紫色的茄子，它们个个戴着时
髦的小帽子，穿着帅气的礼服，正随风荡秋千呢！沟的
另一边，地上铺满了绿色的藤，把红薯遮得严严实实。
这时，外公拿着镰刀先把绿色的茎叶割掉，然后熟练
地对准红薯根部插下去，轻轻一挖，红薯从地底下钻
了出来，红红的皮，光溜溜的身子，样子真可爱……
有了这个菜园，外公时不时地都会送到城里来，我们

一年四季都能吃上新鲜、绿色、环保的蔬菜。勤劳的外公，
带给我们的是丰硕的瓜果蔬菜，还有来自泥土地的喜悦
生活。

外公的菜园

文峰学校 403班 王奕蒲 指导老师 沈丹

冬至要吃汤果，每到这天，大厨奶奶都要一显身
手，给我们做冬至必吃的汤果。

奶奶先拿出糯米粉，放在桌子上，再倒入少量的
水，一边搅拌一边用手来回不停地揉。糯米粉在奶奶的
手里仿佛一个小孩似的，不断地喝水，不断地被按摩，
不一会儿就变得白白胖胖。接下来，就是炒馅料了。奶
奶把各种切好的馅料倒入滚烫的锅里，不断地翻炒，香
气弥漫四周沁人心脾，让我情不自禁地想要吃上一口。

开始包汤果了。奶奶快速地抓起一团粉团，在手掌
里慢慢地揉圆，然后用大拇指按在那团粉的中间，粉团
就立马凹下去一大块，其他的手指也没有闲着，好像一
个刷墙工似的不断地把周围的面粉向上拉，不知不觉
就成了碗一样的形状。接着奶奶拿起勺子舀了一抹馅
料倒了进去，再将开口密封，还弄出了一个尖尖的头，
活像一个小钻头。就这样，一个汤果就包好了。奶奶又
依样画葫芦地包了好多个，就开始下水煮了。

煮汤果可是个技术活，要煮透但也不能太熟。奶奶
熟练地在锅里加了热水，开启大火，把汤果一个个放了
下去，汤果在水里打了个滚，游起了泳。奶奶不时加点
冷水，给汤果来个冷水澡。直到汤果膨胀浮到水面上，
汤色变白，奶奶才把它捞出来。

终于可以吃汤果了，我立马拿起筷子在汤果上戳
了个小洞，咬了一口，那糯糯的皮和着美味的馅，顿时
激起了我的味蕾。奶奶说：“吃了汤果，就长了一岁啦！”
这长一岁，过年又长一岁，哈哈，那过完年我就可以长
两岁啦！

冬至汤果

追寻新年的足迹

外国语学校 505班 郑斯元 指导老师 孙绛雯

一个个提醒犹如动听的乐曲，欢动的乐章
……有时，那一句句语言提示，一个个无声的
眼神、手势，或是世间万物，都是对我的提醒，
让我茁壮成长。

那天，读到语文园地时，让我有感而发，
记忆深刻，这里的名言名句对我来说，都是一
个个小小的提醒：岳飞说过的“莫等闲，白了
少年头，空悲切”；陶渊明说的“盛年不重来，
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
那么几个小小的提醒，却让人深受启发：不要
浪费时间哦！“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
光阴”嘛！

当我要去洗手时，看到旁边的水龙头下一
滴滴的水在滴着，就如同流下一滴滴泪珠。来
来往往的人却从没想过要去关上它，就让这水
滴默默地哭泣，流到下水道白白地浪费。我随
手关上，心中想的是我们象山这大半年来降水
极少，各地水库都已经见底了，旱情严重，甚
至我们的生活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想着，我
的耳边仿佛还有滴滴答答的水滴声，仿佛在提
醒我：珍惜水源，勿以善小而不为！

老师的一个提醒，是对我浓浓的关爱。一
次考试，我做完题后，百无聊赖无所事事起来。
突然间，老师走到我旁边，一个眼神瞥着我，
仿佛在提醒我：仔细检查，要认真虚心！看着
老师的眼神，我似有所悟，立刻聚精会神拿起
试卷从头到尾认真检查，重新分析验算。最后，
还真的检查到了一道错题，那可是整整十分啊！
于是，我重新将题做了一遍，当写上正确的答
案时，我方才长吁了一口气。这时，老师又巡
视到我面前，又瞄了我一眼，这次她的脸上露
出了欣慰的笑容。我的心情也从紧张变得格外
兴奋。感谢您，老师!您的一个小小的提醒，让
我明白认真细心、谦虚谨慎的重要！

不管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还是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许多的
提醒都充满了浓浓的关爱 !只要我们用心去体
会，用心去感悟，便会从中汲取更多阳光般向
前的力量！

爱的提醒

丹城五小 304班 金奕帆 指导老师 夏芳芳

天空，是皎洁无暇的蔚蓝色，浅浅的，就
像块蓝水晶，给人纯净、清爽的感觉；白云朵
朵，云轻如棉，或流动，或停止，好似位想象
力极其丰富的画家，轻轻描在碧空之上。

一阵秋风瑟瑟的吹过，篱下那丛丛簇簇的
菊花，也随风摇摆起那婀娜多姿的身段，轻轻
跳起那迷人的舞蹈，引来了一对可爱的蜻蜓在
空中上飞舞翩跹。

秋风轻轻拂过了稻草人，稻草人的目光被
眼前的景象所深深吸引。

“稻草人，你一直站在田地里，一动也不
能动，不会觉得无聊吗？你看，我们是多么自
由自在啊！跟我们一起去环游世界去吧！”蜻
蜓们在稻草人的头上飞来飞去。

稻草人幻想着与蜻蜓们一起环游世界，当
幻想着经过一片金灿灿的农田时，它突然清醒
了，“可爱的蜻蜓们，谢谢你们的好意，保护
农田时我的责任，稻谷还没有收割 ，我就不
能离开。你看，篱下的菊花是那么生机勃勃而
又恬静，我每天和她们在一起，生活也因此而
缤纷，在恬淡中享受生活，一点不会觉得无
聊。”

篱下的菊花随风摇摆，好似在回应着稻草
人……

篱 菊

大徐小学 304班 何芷宁 指导老师 刘姗姗

快要过年了，小区里张灯结彩，大门口两边的树
上挂满了许多红彤彤的小灯笼 ，看上去好喜庆好热
闹！不过我的心情却很复杂，说不上是什么滋味。我的
老家在安徽芜湖，每年我最盼望的就是放寒假，不但
可以见到最疼我的爷爷奶奶，我还能收到好多的礼物
和压岁钱，想想就开心！
每次回家过年，奶奶大老远就站在村囗等着我们，

我一下车就会飞奔过去扑进奶奶的怀里，那一刻，别提
有多幸福了！我从小在奶奶身边长大，所以和奶奶特别
亲，我喜欢奶奶做的所有菜，尤其是年夜饭，特别丰
盛———鸡蛋糕、臭桂鱼、腰子饼、香椿炒鸡蛋、红烧牛
肉、油焖大虾等等，满满一桌子的美食，现在想起来我
都会流口水！吃饭之前，村子里的鞭炮已经“噼里啪啦”
地响起了，像是在演奏新年的交响曲。我也并不闲着，
跑出院子，约几个村里的小伙伴一起玩“小炸弹”，那是
一种特别迷你的小鞭炮，直接扔在地上就会响，看谁扔
得快扔得响，谁就是大赢家！鞭炮声夹杂着我们的欢笑
声，乐颠颠的我们早就忘记了回家忘记了吃饭！
不过，我最最期待的还是今年能回家过年，因为过

了春节我正好满十周岁，按我们老家的习俗，这是个大
生日，妈妈告诉我，这是一条分界线，是我成长的又一
个新阶段，意味着我长大了，更懂事、独立了。在这个重
要的日子里，爸爸妈妈会订一个多层的大蛋糕，在村里
专门为我办酒席，到时候邀请所有亲朋好友来吃饭。长
辈们还会送我许多礼物，如手镯、挂件，各式各样的礼
品，热热闹闹地像过节一样。现在因为疫情的原因，我
们回不了老家，也办不了酒席，我虽然有些失落，但一
想白衣天使为疫情付出那么多，有的甚至献出了生命，
我这事又算得了什么呢？
听老师说，我们留在象山过年，不仅可以大幅度地

减少人口流动，疫情也能得到很好地控制，其实是在保
护我们自己。更重要的是，在象山待久了，我也越来越喜
欢这里，喜欢这清新的空气，喜欢这湛蓝的天空，更喜欢
那一望无际的大海。爸爸告诉我，象山就是我们第二个
家乡，这里过年也会很热闹，年三十的晚上，五颜六色的
烟花在空中绽放，绚丽多彩；饭桌上除了各种新鲜美味
的海鲜，还能吃到很多特色点心，如红豆团、萝卜团、夹
沙糕、米馒头等等，别有一番滋味呢！
今年的春节虽然很特别，但是我知道只要我们一

家人在一起，在哪里过年都一样！

定塘小学 502班 郑佩瑶

春天的雨

是慈爱的母亲
温温柔柔地
轻轻暖暖地

让树木花草重新焕发生机

夏天的雨
是任性的孩子
哭闹时，狂风骤雨

可不一会儿
又笑出弯弯的虹彩

秋天的雨

是勤劳的裁缝

细细丈量了尺寸
为大家赶制出金灿灿的新衣

冬天的雨

是雪花的先锋队
一丝不苟
清清冷冷的
但却为万物蕴藏来年的希望

指导老师 任佳璐

四季的雨

过年啦 外国语学校 104班 陈熙 指导老师 蒋玲芳

春韵 滨海学校初一渊3冤班 沈子涵 指导老师 姚杏玉

定塘中学 102班 应佳谊 指导老师 傅燕

眺望远处，蓝白交融的天空与湛蓝的大海在尽头
相接，如平行世界一般在你眼前展开，山群随着车的
移动在阳光下闪着柔和的光芒，美景尽收眼底。

选好在海边的民宿后，空中下起了毛毛雨，但雨
却抵挡不住我们对大海的热情。漫步沙滩，松软的沙
子抚摸着脚丫，在经过了太阳的曝晒而稍稍发热，每
一次的触碰都让人感觉有一股热流涌入心底，倍感温
暖。虽经过雨水的洗礼，但仍然让人有种踩在棉花上
的触感。静听，波涛声起伏不定，在心中久久荡漾不
息，迎面而来的海风令人神清气爽。平静的浪花拍打
着礁石，也拍打着心灵。雨，模糊了我的视线，也模糊
了这个世界，恍若置身于水天一色……

不久，雨停了，太阳从乌云中探出头来，沙滩上的
游客也逐渐增多，我们顺着海，向前方行走。只见万道
细流穿梭于沙中礁石，潺潺流向大海。细流源处，是一
方清澈的水潭，水在大石块中回旋，浪花飞溅，水流湍
急，将自己脚丫浸入水中，总是有种沁凉钻入心底，万
般烦躁都烟消云散。

礁石群渐渐在眼前显现，只见一只牡蛎吸附在石缝
间，吸引各地的游客来观赏。一位看似当地的老奶奶拿着
陶瓷碗，用力地用螺丝刀将牡蛎撬开，把肥大鲜美的牡蛎
肉装进碗里，令人垂涎三尺。大海，就是我们的宝库。

向前走，天暗下来了，一块块红岩在夕阳下闪着
亮光。那鲜红的石头上雕刻着岁月的沧桑，一道道纹
路清晰可见，石块的表面凹凸不平，在海水长年累月，
日复一日的冲刷下，留下了一个个深浅不一的水坑。
正是这红色，透出了时间的流逝。

夕阳西下，远处的小镇里亮起了灯火，此时的海
滩，却显得孤独寂寞，还有谁会想起，这空无一人的海
滩呢？

看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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