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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味
■澳前小学 三年（4）班 陈光轩

怀着一颗如雪般纯净的心，
欣赏春节时烟花那转瞬即逝的美
丽，而烟花在如墨的烟幕上绽放
的瞬间，引人无限遐想与沉思。

——题记
细细微雨斜织着，织出春节

的安详、和谐。滴答敲打在玻璃
上折射出七彩光芒，带着阵阵暖
风，蔓延至心头。

窗外并没有臆想中的烟雨朦
胧，取而代之的是稚童们的撒欢，
长辈们的忙碌，瞥见门上的对联，
便觉悟——春节到。每只船都
有一个码头，每只雀儿都有一个
巢。春节，便是一缕丝线，将那
远川的船，天边的雀牵回家中，
一同聚在一起，一同度过一段短
暂而又简单的假期。春节，我们

享受的，珍惜的，是那难得的久
别重逢；是看到那陌生而熟悉
的面庞会惊叹着说:“好久不见。”
纵使我们知道春节过后，我们都
要回到各自的轨道，但不觉悲伤，
因为早已有个不言的约定，存烟
花爆竹下：明年依旧如今……春
节带给我们的便是团聚。

当一大家子：上至啼哭婴孩，
下至古稀老人围坐在一起，只要
心都相连，这便是春节最好的模
样。

揭下泛白的旧联，细拂去边
缘的灰尘，鲜艳的春联掩盖已干
的胶痕。静待除夕夜的春花绽
放。年夜饭后，奶奶脸上的皱纹
笑开了花，她拿着一叠厚厚的红
包兴高采烈地走来，我们一拥而

上，看着那装满来年期待的红
包。“恭喜发财红包拿来！”“好好
好，大吉大利……”在这温情脉脉
的时刻，一切化为相偎相依，细碎
的言语填满一切缝隙，团圆正在
如此，袅袅绕人间，汇聚烟火气也
温暖人心。

十二点的钟声敲响，城中充
斥着余味未消的烟火味。火树银
花合，星桥温流涌，看着绚烂的烟
花我不禁充满了对年的期盼。在
这如墨染般的夜空里，烟花在头
顶绽放瞬间人们不仅是赞叹她能
给人带来美，而且预示着来年美
好的开始。一束束烟火，一次次
团聚，承载了每个家庭的温情。

家，就是春节最好的模样。
（指导老师：林冯）

春节的模样 ■赛尔双语学校 七年（1）班 卓锦瑶

盼望着，盼望着，春节到
了。街上挂满了又大又红的
灯笼，到处洋溢着一派喜庆
的气氛。

大年三十，爸爸忙着贴
春联，我和弟弟也在一旁帮
忙。妈妈则在厨房准备年夜
饭，我们看到那些食材，就非
常期待。站在门外都能闻到
香味，把我们馋得直流口
水。年夜饭也少不了我和弟
弟的帮忙，我们俩负责水果
拼盘，拼了一只可爱的小
狗。爸爸夸我们真厉害，拼
得栩栩如生。

春节对我们小孩而言，

最好玩最有趣的事情就要数
放烟花了。一到春节，爸爸
妈妈就会给我们买各种各样
的烟花。到了晚上便是我们
最快乐的时候，可以跑到外
面去放烟花了。我最喜欢的
是“窜天猴”和旋转烟花。“窜
天猴”可以拿在手上玩，而旋
转烟花则是把它放在地上，
拿打火机点火，火花四射，特
别漂亮，就像一个个火红的
喷泉。

春节到了，到处都是一
片喜气洋洋，每个人脸上都
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指导老师：陈华）

快乐的春节
■第二实验小学 三年（6）班 林佳萱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
送暖入屠苏。”爆竹声下，映
照的是一张张喜气洋洋的
脸，街头巷尾里尽是采购年
货的人儿，一张张“福”字年
画贴在玻璃窗上，欢乐的

“牛”年春节就这样到来了。
瞧！街边的树枝上挂满

了红彤彤的灯笼，随着微风
轻轻摇曳，好像一只只娇小
灵巧的朱雀在空中翱翔。大
门上金色的圆环里雕刻着一
条威武且霸气的龙王，那腾
飞的姿势潜藏着无限的活
力，寓意新一年的蓬勃朝气
与奋发有为。家家户户都贴
上了崭新的春联，左右映衬，
好似给房屋配上了鲜艳的红
领巾……

家中，妈妈正在准备年
夜饭，锅中的美食“咕嘟咕
嘟”，热气腾腾。年夜饭也是

“团圆饭”，吃年夜饭更是一
家人共叙天伦，表达彼此新
年愿望的快乐时刻，我暗暗
下定决心，新的一年，我一定
要更加努力学习，成为一个

对社会有用的人！
“咻”的一声，突然一道

白光划过天际，顷刻间，美丽
的烟花绽放在漆黑的夜空
里，灿如白昼！烟花犹如流
星降落人间，有的像金菊花，
有的像牡丹花，有的像水仙
花，让人目不暇接。只见那
烟花似一缕青烟从平地而
起，直冲云霄，在天空“嘭”的
一声，绽放出硕大的花瓣，好
似王冠上的水晶，散落便是
漫天的繁星，照耀夜空下每
个张望的人儿。鞭炮声和烟
花绽放的声音此起彼伏，邻
里的乡亲们互道新年快乐，
一幅热闹的春节画卷就这样
展现在眼前。

春节是我最喜欢的节
日，因为它不仅象征着阖家
团圆的幸福，也象征着长大
一岁的快乐，新的一年里，
我要继续努力，成为更好的
自己，也祝愿伟大祖国繁荣
昌盛，我们的日子越过越
好！

（指导老师：游汉英）

春节见闻
■岚城中心小学上楼校区 五年（2）班 卓启凯

春节来临，万象更新。随着人们
的一阵阵呼喊声，春节从夜幕中破茧
而出……

响彻云霄的鞭炮声此起彼伏，街
道两旁挂着红彤彤的大灯笼，人们都
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大门上早早地
贴上寓意浓厚的对联和福字，这一刻
我知道，春节已悄然而至。

忙碌了一天终于等来了除夕之
夜的美味佳肴，“开饭啦！”顿时，家里
像炸开了锅似的，男女老少都挤进厨
房，拿好碗筷，整装待发，准备“战
斗”。一大家子人围坐在一起，大家
说说笑笑，尽情“扫荡”着桌上的美
食，热闹非凡，在欢声笑语中，年味也
越来越浓了。

饭桌上的“战争”结束，接下来
便是放烟花的时间。随后屋外便
传来噼里啪啦的爆竹声，让人感受
到春节的热闹和欢喜之意。一家
人齐聚屋外观赏烟花，其乐融融。

“砰……”一束束耀眼的彩光直冲
云霄。“啪啪啪……”烟花如流星雨
般划过天际，五颜六色的烟花向四
面八方散开，开出一朵朵金色的花
瓣。天空被炸成五彩缤纷的“空中
花园”，人们把牛年的新年愿望都
寄托在烟花上，希望能“牛气冲
天”，实现愿望。

我终于明白，春节就是团圆，团
圆就是幸福！

（指导老师：林瑞琴）

非凡牛年 ■澳前小学 六年（2）班 李樾涵

盼啊，盼啊，新春佳节终于来
了！家家备起年货，户户洗刷装饰。

路边陆陆续续地挂上了红灯笼，
临街店铺摆满了烟花爆竹、春联等，
看得我眼花缭乱。

大街上人山人海，集市里有卖鲜
鱼的、卖明虾的、鲜绿蔬菜的……叫
卖声，吆喝声此起彼伏。大人们提着
各色年货，小孩子帮着拿大袋小包，
不时发出阵阵欢笑。

我兴致勃勃地跟着爸爸妈妈来
到了海鲜批发市场，我左顾右看，边
挑着鱼，边问价钱，最终我们挑选了
一只大鳗鱼和几斤大鲜活虾。接着
来到蔬菜区，买了新鲜的水果蔬菜，
装拼一车，满载而归。

疫情期间，环境更需要美化。妈
妈负责擦桌面、洗窗台；爸爸负责拖

地板；我也加入家庭大扫除行列，今
年我的任务是擦玻璃，这对我来说是
不小的挑战。手擦破皮了，手掌浸
肿了，脚累趴了……但我想：功夫不
负有心人，坚持就是胜利！咬咬牙，
最后用报纸一擦，玻璃似一面面明
镜般光亮。经过家人精心打理，家
里变得一尘不染，物品摆放得井然
有序。大门口贴上了大“福”字，窗
台贴上我亲手写的春联，显得更喜
庆了！再往小区瞧瞧，大树小树上
都挂上灯笼、鞭炮，成了喜气洋洋的
片片“红景”。

今年过年很有意义，我成长了许
多：能帮着大人们购物，干家务活，贴
春联，挂灯笼……我心中的喜悦之情
不禁油然而生。

（指导老师：林美玲）

新 年 ■第二实验小学 五年（5）班 游舒曼

一朵朵绚丽的烟花，映红了整个
世界；一张张灿烂的笑颜，传递到每
个人心底；一个个火红的灯笼，燃烧
了湛蓝的天空。 ——题记

年的脚步越来越近，年味也就越
来越浓了。首当其冲就是“洗厝”，小
年前后，总能看到大人们爬高又爬
低，洗洗又刷刷，把“厝里厝外”都收
拾得干干净净。窗户上，桌子上，地
板上，全都一尘不染，仿佛不照出人
影来就不罢休。家家户户贴上春联，
大街小巷张灯结彩，大街上琳琅满目
的“年货”总让我们这些小孩流连忘
返，东看看西瞧瞧……

“中国年”最讲究的便是团圆了，
平时难得归家的游子，也一定要在这
时投入家的怀抱。大年三十，爸爸、
叔叔、姑姑、姑父们也都从外地回来，
我们四小家就全聚在爷爷奶奶大家
里过年。中午姑姑婶婶们就开始围
在一起做“时来运转”，寓意着年年都

团团圆圆、好运连连。
年夜饭更重要了，刚吃过午饭，

妈妈婶婶们又开始聚在厨房里忙
碌着。“噔噔噔”“咔咔咔”……剁肉
声，切菜声，夹杂着欢乐的说笑声，
还有门外小孩的嬉笑声、爆竹声，
此起彼伏，洋洋盈耳，交织成欢快
的乐章。晚上，丰盛的年菜摆满两
桌，大家围坐桌旁，共吃团圆饭，心
头的充实感难以言喻。我们既享
受着满桌的佳肴盛馔，也享受着亲
情的欢乐。

对我而言，过年就是“聚宝盆”，使
我的钱包变得又大又鼓。拿压岁钱可
是我们小孩过年的“重头戏”。大年初
一，“恭喜发财，红包拿来……”见到长
辈就拜个年，红包拿到手软。

过了年，春天也就到了，听着烟
花爆竹声声，迎着暖暖春风，我也长
大一岁了。

（指导老师：陈小淋）

过 年 ■岚城中心小学 五年（1）班 何子晨

除夕一大早，妈妈把我从
温暖的被窝拽了起来，我揉揉
惺忪的眼睛问：“干嘛这么早叫
我起来呀？”妈妈说：“今天是大
年三十，昨天不是说好了要和
我一起贴春联吗？”听到“贴春
联”三个字，我就来了兴致，赶
紧换上衣服，和妈妈一起开始
贴春联。

准备好透明胶、剪刀和春
联等，我们便上楼贴春联。春
联有两条竖的，一条横的，我拿
着两条竖的春联，疑惑地问：

“到底哪条在左？哪条在右
啊？”妈妈开始耐心地说：“横批
的字，如果从左念到右，左边就
是上联，如果是从右念到左，右
边就是上联。”“上下联又怎么
区分呢？”我急忙追问。“上联的
最后一个字是仄音，仄音就是
拼音里的第三、第四声；下联的
最后一个字是平音，平音是拼
音里的第一和第二声。”妈妈解
释道。

只见妈妈踩上椅子，开始
贴起了春联。我站到远处蹲

下，开始诵读：上联是“人和家
顺年年好”，下联是“平安如意
步步高”，横批是“年年如意”。
我好像看到春联笑盈盈地望着
我。

接下来我们要到楼下贴春
联，妈妈说：“我们住的是老房
子石头厝，贴春联用透明胶是
粘不住的，要用浆糊。”妈妈把
煮好的浆糊倒进盆里，用湿布
擦掉墙上的灰尘，接着把墙壁
抹湿，然后把浆糊涂在春联背
后，贴在墙上就大功告成了。

我望着左邻右舍，家家都
把春联贴得端端正正，处处洋
溢着春节的喜庆。妈妈又问:

“你知道为什么要贴春联吗？”
我得意地说：“这难不倒我，大
年三十又叫除夕，‘夕’这个怪
物最怕红色，贴春联不仅会驱
邪，还代表喜庆。”妈妈若有所
思地说：“贴春联是中国传统文
化风俗，我们要传承老祖宗的
文化。”贴春联的知识蕴含着中
国几千年的文化内涵。

（指导老师：俞美玲）

贴春联
■城关小学 三年（3）班 念靖超

“过年喽！过年喽！”我兴
高采烈地喊着。每个孩心中都
盼望着春节快点到来，我也不
例外，自从放寒假以来，我天天
都盘算着要怎么过年。

今天是大年三十，每年的
除夕年夜饭都令我大饱口
福。我笑着扑到妈妈身上：

“妈妈，今晚煮什么好吃的
呀？”妈妈笑眯眯地对我说：

“等会儿你就知道了，可别把
舌头都吞进去了。”

香气扑鼻的饭菜端上了
桌，平时总在写作业时“勾引”
我的动画片，此刻看起来也索
然无味，我赶紧关掉了动画片，
急匆匆地来到了餐桌旁，全家
人都围在餐桌上。我站起身，
小心翼翼地夹起一块排骨放进
了妈妈的碗里，“妈妈，祝你身
体健康!越来越美!”听了我的
话，妈妈笑得合不拢嘴，说道：

“儿子真乖!”爸爸紧接着说:“你
看看，这小子，对妈妈多好，我

都吃醋了。”“哈哈，爸爸，来！
我也给你夹一块。”我立马拍起
爸爸的马屁。餐桌上时不时发
出我们的欢声笑语。

门外传来“噼噼啪啪”的鞭
炮声。我出去一看，只见天空
中的烟花就像星星一样，不停
地眨眼睛。我连忙叫爸爸一起
出门放烟花，爸爸一拍腿说：

“行！”爸爸拿出烟花，放在燃放
区的空地上。只听“哧”地一
声，导火线被点燃了。一个个
烟花带着红红的火星嗖嗖地蹿
上了天空，几声脆响，夜空中绽
放出了美丽的花朵，它们的形
状和颜色各不相同，有五颜六
色的满天星，有金黄色的蒲公
英，有绚丽多彩的菊花……

空气里弥漫着烟花鞭炮的
硝烟味，夹杂着家家户户年夜
饭的香味，一家人在一起团团
圆圆幸福过大年。我想，这就
是年味！

（指导老师：林雯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