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品年味写年味”
征文选登（三）

常听人感叹，这春节的年味儿啊，
是越来越淡了。

五年前的我若是听了这话，一定会
不以为然地摇摇头：“我的年味儿，是永
远永远都不会变的。”这样孩子气的话，
也许只是因为在每一个日渐清冷的年
里，都还有姐姐的陪伴吧。

姐姐家住杭州，平日鲜少回来。我
也只有在春节的大年初一，才能痛痛快
快地和她玩上一整天。那时我还年幼，
不过五六岁的光景，正是最需要玩伴的
时候，可附近竟一个同龄的孩子都没有，
大孩子们显然不愿带上一个讨嫌的小娃
娃一起玩耍。然而温柔敦厚的姐姐不好
意思拒绝一个孩子热切的眼神，她耐心
地回答我每一个幼稚可笑的问题，牵着
我的手去安静的田野间散步。

在我眼中，姐姐温柔、善解人意，不仅
对我，对身边的一切事物也是如此。她懂
得欣赏雪花旋落的优美姿态，她喜爱用草
茎轻轻逗弄那正在吃草的羔羊；她不厌其
烦地教我怎样辨别桃花和杏花，告诉我怎
样摘下初春的花朵，使它们保持绽放时的
绚丽姿态。我至今仍记得她说出那句“别
弄疼了花朵”时脸上那迷人的温柔神态。
傍晚时分，我们一人攥一盒那种用脚一踩
就炸响的“小金鱼”爆竹，在小院里欢快
地踩着、笑着、闹着。远远的天幕上烟花
突然绽放，一瞬间照亮了姐姐的面庞，那
明亮的灯火在她的眼睛里闪烁又熄灭，
像三月的萤火虫，飞在五月里漆黑的夜。

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火药味儿，

偶尔夹杂着厨房里飘出的饭菜香味。
幼时的我充满诗意地想，这就是过年的
味道吧。

可是，如飞鸟路过一片天空，只留
下歌声的辙痕，却再也寻无影觅无踪。
我的年的味道，在岁月的喧嚣中终是渐
行渐远，徒留下令人感伤的回忆。

因种种原因的交错纷繁，我九岁后
的春节，姐姐每每都是缺席。也仍是同
样温暖的饭菜香气、淡淡的爆竹火药
味，可是曾经无比熟悉的年的味道，怎
么就再也寻不着了呢？

也是那一年，我突然明白了一个更
为深刻的生活哲理：我所谓的年的味
道，并不仅仅是饭菜和爆竹的味道。

我似乎隐隐知道了那缺失的味道
究竟是什么，却傻傻地道不分明。我固
执地想要找回我的年的味道。我买了
一盒又一盒“小金鱼”爆竹，一个人在略
显清冷的小院里踩了大半个下午。“噼
噼啪啪”，还是那样熟悉的声响。记忆
中遥远的笑声走近了，空旷的小院中突
然就盈满了真真切切的孩子的欢笑。

“姐姐！”我猛转过头，扔掉手中的爆
竹，急切寻找刚刚那转瞬即逝的身影。

“姐姐！姐姐！”
可是终究什么也没有。恍惚间好

熟悉的感觉，在我欲紧紧抓住它时，却
轻而易举从指缝间溜走了。

“噼噼啪啪”，我闻见了饭菜和爆竹
的味道，咸咸的泪水滑过嘴角，有一丝
涩味儿。 （指导老师 陈冬林）

味 道
宋乐乐 姜堰四中八（5）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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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到啦（儿童画）
花蕊 桥头中心小学四（1）班

指导老师 卢纯

新华书店协办

好书推荐好书推荐

《青鸟》是一部六幕梦幻剧，描写了樵夫的孩子蒂蒂尔和米蒂尔受仙
女之托为邻家生病的女孩寻找青鸟的经历。他们先后到了思念之国、夜
之宫、森林、墓地、幸福国、未来王国，但是找到的青鸟不是改变了颜色就
是死掉，最后发现自己家的斑鸠就是青鸟。兄妹俩在历险中领会到了幸
福的真谛：原来幸福就在身边。

推荐书目：《青鸟》 【比利时】莫里斯·梅特林克 著

推荐人：姜鹏程（东桥小学凤凰园校区学生）

在不时响起的爆竹声中，我把一个
个过年的习俗细细品尝。一个“余”字，
在这欢乐的节日里显得更为突出，道尽
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

“余”是大红的春联。“向阳门第春常
在，积善人家庆有余”，“精耕细作丰收
岁，勤俭持家有余年”……即便上下联无

“余”，但横批上也不忘附上“年年有余”
的吉语。要是连横批都一览无“余”，你
再仔细瞧那对联上方或下方的花缀，会
有一对活蹦乱跳的烫金“鲤鱼”跃入你的
眼帘。这鲤鱼的“鱼”与“余”同音。

“余”是一种生活的仪式。大年初
一早晨，当我享用一碗热气腾腾的红枣
时，爷爷让我在碗里留下两颗红枣。这
也与“余”有关，留下的枣象征“余”下了
红红火火的生活。

拜大年啦！当街邻互致春节问候
时，主人便递着香烟，客人应道：“存元

宝！存元宝！”这还是与“余”有着密切
的关系，“存元宝”就是“余”下了财富。

“余”是一道美味佳肴。一桌美味
佳肴有一盘必不可少的菜——红烧鲢
鱼。这是祖辈留下的规矩，当然非常讲
究的，因为“鲢”与“连”同音，即“连年有
余”的意思。而这道菜只准看不准吃，
只是象征性摆上桌。我瞟着鱼，不动筷
子，连呼“年年有余”，入了这种年味文
化里了。一桌的人也连连说“年年有
余”，然后朗朗地笑起来。

“ 余 ”就 这 样 写 在 春 节 的 每 一 个
皱褶里，同时也把对美好生活的期盼
放飞，如飞舞在晴空下的风筝，越飞
越高…… （指导老师 吴林）

过年话“余”
王湛棋 白米小学美瞳文学社

近了，近了，春节的脚步临近了，街
头巷尾到处洋溢着幸福的气息。带着
激动，带着期待，我和妈妈一起去超市
买年货啦！

超市里人山人海、红通通一片，充
满了年的味道、年的喜庆。大大小小的
红色礼包在临时货架上摆出了各种喜
庆的造型，促销员戴着扩音器卖力地推
销商品，忙得不亦乐乎。超市里也交通
堵塞，人们只能缓慢移步向前，手推车
不时来个对对碰。

来到食品区，看着五颜六色的糖
果，我顿时垂涎三尺，恨不得全都装进
购物车。再看周围，一辆辆手推车都装
满了各式礼包，可主人依旧东挑西选，
在往车里不停地塞。

“过年吃块糖果，生活甜甜蜜蜜！全
场六折啰！”“大白兔奶糖年底最低折
扣！”“好时巧克力，新年来好运！”……各
种声音交错传来，喧闹一片。我们刚来
到巧克力柜台，一个推销员就热情地凑
到了妈妈身边：““美女，来点糖果吧！这

种金币巧克力，寓意财源滚滚！这是孩
子喜欢的跳跳糖……”

“哇，跳跳糖！我的最爱！”我立刻
眼睛发光，感觉跳跳糖已经在舌头上跳
起了欢快的舞蹈。我还看到了各种包装
的棒棒糖，这可是弟弟的最爱。“妈妈，买
不买？”我用恳求的目光看着妈妈。要在
平时，妈妈肯定不会点头，总是有这样那
样的理由。过年了，妈妈一定会宽容一
些的。果然，妈妈挥挥手，大方地说：“想
要什么糖果，自己挑吧！”

我迅速撕了几个购物袋，冲到糖果
前面，使劲往袋子里装，也巴不得购物
袋大点再大点。哈哈，这下我和弟弟可
以大饱口福喽！

接着，我们又挑选了寓意步步高升
的阜宁大糕，饱含祝福的大红“福”字，
象征年年有余的鱼形挂饰……

华灯初上，我和妈妈拎着大包小包
满载而归。看到这些年货，我感觉年味
越来越浓了！过年真好！

（指导老师 杨学芹）

买年货
王思源 实验小学北街校区六（3）班

过年啦！过年啦！家家户户都忙
着贴春联、挂灯笼。

外婆在准备丰盛的年夜饭，一阵阵
诱人的香味从厨房里散发出来。我也
没闲着，忙着帮外公贴我自己写的对
联、横幅和福字。一会儿工夫，我们就
把所有的对联都贴完了，看着焕然一新
的家，我心里充满了成就感。

吃完年夜饭，最令我期待的烟花
晚会开始了。外公先点了一个烟花，

“嘣”的一声冒出了许多小花，五颜六
色，绚丽多姿。大家围着烟花载歌载
舞，小花渐渐地汇聚成了大花，就像一
把巨型扇子，也像在给大家拜年，祝大

家新年快乐。
轮到我点烟花了，刚开始我不敢，

怕烫到手，后来在外公的鼓励下，我小
心翼翼地点了一个小烟花。一朵朵小
花又出现了，像仙女撒下的花瓣一样五
彩缤纷。我情不自禁地唱起了《欢乐中
国年》：“金风送喜来，迎春花已开。二
月大地春雷，锣鼓敲起来……”

唱着唱着，哥哥也加入其中，就连
一旁的小妹妹也按捺不住跟着哼起来，
接着大家都唱起来了，欢乐的歌声飘荡
在庭院的上空，洋溢着满满的幸福。

这场无比美妙的烟花晚会深深地
烙在我的记忆深处，让我难忘！

难忘的烟花晚会
刘欣睿 东桥小学凤凰园校区三（2）班

每年过节，我总能收到长辈给我的
压岁钱，发一笔“小财”。这个时候，我
的心里就会像那噼里啪啦的爆竹一样
乐开了花。

可是，压岁钱往往只在我的口袋里住
上一天，还没被捂热就“飞”入了老妈的钱
包。“狡猾”的老妈总是以各种理由把钱收
入囊中，美其名曰：替我保管或者帮我交
学费。让我感到意外的是，今年我主动
上交压岁钱，妈妈却说：“小敏，你已经长
大了，应该可以自己保管压岁钱了。”

哈哈，我的压岁钱我做主，真是喜
事一桩呀！不过，第一次保管这么多的

压岁钱，我心里既高兴又紧张，总觉得
钱放在哪儿都不安全。尤其到了晚上，
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总想着压岁钱的
事。唉，真是吃不香睡不着，玩得更不
痛快。真不明白，为什么我拥有了自己
的压岁钱反而变得不快乐呢？

思来想去，我决定把所有的压岁钱
交给妈妈保管。说来也奇怪，我将钱给
了妈妈，自己反觉得轻松了许多，就像
挣开了一条捆在身上的绳索。妈妈露
出了“狡猾”的笑容，原来这一切都是妈
妈的计划。妈妈欣慰地说：“我们的小
敏终于长大啦！”（指导老师 俞海峰）

保管压岁钱
周敏 梁徐小学清涟文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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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爱是甘甜的泉水，微笑是温
暖的阳光，付出是肥沃的土壤。

——张扣萍（南苑学校教师）

孔雀（手工） 单飞翔 实验小学罗塘校区四（4）班

学做不倒翁
段煜梁 第二实验小学康华校区三（8）班

星期天，我在家学做不倒
翁。我拿起一个鸡蛋，用绣花
针给鸡蛋戳一个小孔。谁知
戳过了头，针扎在了手上，我
痛得大喊一声“啊”，一失手鸡
蛋掉了下来，蛋黄和蛋白流了
一地。

妈妈看见了，但是没有生
气，一边帮我收拾残局一边教我
方法。后来我按照妈妈说的，先
将蛋在桌子上轻轻地敲一下，再
用针小心地戳敲破的地方，轻

而易举地就戳好了一个小孔。
清除干净蛋黄和蛋白，我

往鸡蛋壳里塞橡皮泥。可是
孔太小了，我灵机一动，把橡
皮泥搓成小长条塞进去。终
于做好了不倒翁的身体，往桌
上一放，咦，有点斜，我又多塞
了点，还是斜的。我仔细观察
后发现，原来是左边多了一块
橡皮泥，我用针把这块橡皮泥
往右边拨了一下，这下它站稳
了。

开始装饰不倒翁了。谁
知在画的时候不小心把其中
一根胡子画长了，不协调啊，
怎么办呢？有了，我把其他的
胡子也画长，这样不就好了
吗？哈哈，我聪明吧！

最后，我给它做帽子。长
的、方的、圆的……试了好多种，
最终一个细细的圆片帽子正好
合适。好开心，我终于做出了
属于自己的不倒翁。

（指导老师 张小兰）

从东向西遥远的路途，他
只是个过客。他的灵魂，永远
随着那沉默的流沙河而寂静。

他是那般平凡，法术不出
众，性子不喧闹，日子里没有一
点小打小闹、一丝小爱小恨，有
的 只 是 周 而 复 始 的 行 走 。 诚
然，我们常常忘了，在《西游记》
中还有一个平凡的苦行僧。

或许，他没有师父通彻的
慧根；或许，他没有师兄们高超
的本领。师父和师兄璀璨如夏
花，与他无关，他只走自己的
路，走着一条属于平凡人的平

凡之路。
但 ，这 平 凡 之 路 ，却 不 平

庸。他用他的双脚丈量着天地
间最虔诚的距离，在陡峭曲折
的山岭，在炎热难耐的火焰山，
在寸草不生的荒漠，在庄严肃穆
的大雄宝殿，都留下了他亘古不
变的足音，响彻世间！他的一生
确实很单调，妖怪来了就打，打
不过就被抓，抓了后等师兄来
救，救出来背着行李继续赶路，
周而复始，却不发一言。

一步一个脚印，平凡中自
有坚定。这坚定的脚步声，从

《西游记》中传出，震撼一个个
像他一般平凡又有信念的人。
他是那样执着，纵使再多魑魅
魍魉，仍然向着既定的目标，走
着自己的平凡之路。纵观这本
皇皇巨著，孙悟空一个筋斗回
过花果山多少次？八戒吵着嚷
着要回他的高老庄多少回？就
连金蝉转世的圣僧，也曾动摇
犹豫过。可是，你可曾听过沙
僧 扔 下 行 李 ，抱 怨 要 回 流 沙
河？这个寂寞的苦行僧，或者
说，这个不放弃，有目标的平凡
人，背着众人的行李，只是沉默

地走着。
所以你看，故事的最后，他

也最淡泊。即使历经千辛万苦
取经归来，他只是被封作一个小
小的金身罗汉，他也不争辩，嗯，
满足了。我想在西行最后，他沉
默的背后或许是欣喜的吧？平
凡至极如他，普通之至如他，“金
身罗汉”于他而言，已足矣。

他依旧是那个沙僧，走着
平凡的路，做着平凡的人，于平
凡中修炼独处的平静。

师父和师兄的波澜壮阔，
亦使他们追求更绚丽的风景，

千载为名争辩不休，而沙僧的
平凡如蝼蚁，又何尝不是另一
番人生滋味吗？

你多像，我多像，我们多像
这个踽踽独行的苦行僧。没有
七十二变，没有前世轮回，有的
仅是平凡的身份，和一颗拥有
信念的心。或许你会不忿，相
信自己会是上天的宠儿，注定
是为了创造奇迹。诚然，这世
上有菩萨有大圣有佛祖有一路
妖魔鬼怪，但是我们更多的，则
是寂寞而平凡的沙僧。

不必生如夏花般璀璨，平
平淡淡如冬雪才是真。在平凡
之路上一路修炼一路前行，我
们都能到达心中那条沉默流动
的流沙河。

哭过，笑过，走过，纵使平凡。
（指导老师 周永华）

大 年 初 三 ，是 我 和 爸 爸
妈妈约好一起去无锡旅游的
日子。

上午九时多，我们到了无
锡的三国水浒城。哇，好多
人，大伙儿个个穿着新衣裳，
脸上都洋溢着动人的笑容。
我很兴奋，东看看西瞧瞧。爸
爸排队去买票，在等待的时间
里，妈妈让我与门口的“刘备

三兄弟”雕像合影。
进了三国城，我看见了壮

观的太湖，太湖旁边有很多城
楼，有一些阿姨穿上了三国时
的服装拍照。接着，我们去了
一座寺庙，在寺庙里敲了钟，
祈了福。然后，我们去了诸葛
亮的茅庐，他的家虽然很简
陋，但是到处都是书，怪不得
他博学多才，如此聪明。

正当我们玩得高兴，天下
起了雨。我们去水浒城里避
雨。水浒城里有许多城楼、大
宅院，我看了精彩的杂技表
演，爸爸给我买了一把诸葛连
弩留作纪念。

这次出行真的好开心，希
望这样的旅游明年春节再来一
次，不过天气可不能再这么淘
气哦！ （指导老师 李兰凤）

那条路，那个人
钱一鸣 省姜堰中学高一（14）班

新年去无锡
杨季雨 东桥小学凤凰园校区二（3）班 赶 路

孔星宇 实验初中八（18）班

又一次在赶回奶奶家的路
上经过他的小铺，远远地就望见
了那弯着腰忙碌的身影，我的嘴
角不觉上扬，思绪回到了那天。

冰凉的雨水从我的脸颊上
滑落，让原本还有些昏昏欲睡
的我瞬间清醒了。风，吹乱了
我的头发；雨，更是无情地打湿
了头发，发丝胡乱贴在脸上。
妈妈裹着雨衣，站在发生故障
的电动车边不断启动它。“真糟
糕！”她抹了抹脸上的雨水，扶
着那车有些急躁。几辆在雨中
疾驰而过的汽车，只留给我们
飞溅而起的积水。寻不到帮
助，我和妈妈只得将车往回推，
雨中的我们是那么无助。

不知走了多久，我的头发
已经全湿了，脚步十分沉重。
突然，一个小而杂乱的修车铺
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快看，
是修车的！”我有些雀跃。而原
本坐在门口的他，起身冒着风
雨向我们奔来，身影有些踉跄，
但却极有力。

我们一起合力将车推到他
的小铺门口，他并没有急着修
理，而是为我和妈妈冲了一杯
热茶。望着他走向车子的背

影，喝着那热乎乎的茶水，一股
暖流流遍我全身。

“师傅，这车还能修理好
吗？”妈妈站在他身旁有些着急
地问道。他手拿工具，低着身
子回答：“能，你不要急，我保证
你能赶回去，不碍事儿。”妈妈
听了有些安心了，和我站在一
旁静静地等候。雨水从他的头
发上滴到车上，可他毫不在乎，
只是专注于修理我们的车。我
不由得鼻子一酸。

“好了。”他抹了把脸对我
们笑道。由于长时间弯曲着，
他直不起腰，不得不用手支撑
着。凌乱的头发，布满皱纹的
脸，看着他，我愣住了，有种难
以言喻的情绪涌向心头，那句

“谢谢”却卡在了喉咙里。
坐上电动车，匆匆赶路。

我趴在妈妈的背上，耳畔不断
传来雨声，脑海里又出现了他
的身影。

在 这 赶 往 某 个 方 向 的 路
上，我们会遇到许多人，或是同
甘共苦，或是形同陌路，但真正
打动人心的只是那一份善意的
帮助。赶路，所遇便是真善美。

（指导老师 宋仁才）

纷纷扬扬的大雪连续下
了几天，恍惚间我仿佛置身
于冰雪帝国。人们有的堆
雪人，有的滑雪，有的打雪
仗……贪玩的我怎能放弃这
大玩特玩的机会呢？于是，
我叫上妈妈，带上工具，开始
了堆雪人的“艰难”之旅。

都 说“ 万 事 开 头 难 ”，
堆雪人亦是如此。我采集

了 许 多 白 雪 ，把 它 们 变 成
一个大大的圆球，用来当作
雪人的头。一不小心稍一
用力，雪球竟跟我来了个亲
密接触。

妈 妈 不 高 兴 了 ，说 ：
“喂，这么长时间全是你一
个人玩，也不带我，哼！”我
只好把一堆厚厚的积雪交
给了她，心想：谅你也不会

堆，我倒要看看你把雪还给
我时那失望的神情。谁知
没过几分钟，妈妈就像变戏
法似的把雪人变出来了。
我折断一根胡萝卜，把它们
当作雪人的眼睛；又掰了一
根黄瓜，把它变成雪人的鼻
子；最后捡来两根树枝，做
成雪人的手臂。雪人终于
做成了！

如果说这白茫茫的世
界是浩瀚的冰雪帝国，那么
我愿和我的雪人做这冰雪
帝国的守护者，守护这世界
的安祥宁和。

堆雪人
孙澄宇 实验小学城南校区五（3）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