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0
做饵

□ 许子桐

中国，一个文明古国。论起习俗，可谓“一
地一样”，花样繁多。单春节习俗而言，就五花
八门。但亘古不变的，是那一份喜庆祥瑞和热
闹非凡。
我的家乡在官渡古镇，那里虽然没有城市
的繁华，但却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历史的长河
中，流传下了许许多多的习俗，节前做饵 ，便
是其中之一。
一到春节前，街道上开始张灯结彩，人们也
就开始忙碌了起来。老老少少、家家户户都赶
集似的，或肩扛、或车载，把一袋袋大米运到村
里的磨坊中。大家把米倒入一个巨大的盆中，
将其洗净后蒸熟，这里用的是特制的木甑子来
蒸米，这样出锅的米饭，香甜软糯，透着阵阵草
木香……将蒸熟后的米饭，放入一个大石臼，用
一根庞大的木制“对”不断地舂，直到粒粒分明
的米饭逐渐变得“如胶似漆”才能告一段落。舂
饵 的“对”很大，使用时要用脚不断地踩踏，是
一个十足的力气活。舂好的饵 原料被分为大
小一致的团，这一个个不起眼的小团子烫手得
很，所以奶奶们戴着厚厚的手套揉。只见她们
把白白胖胖的团子搁置在案板上，用洗净的木
板不断地搓揉直至成形，再把这些成形的饵
放到阴凉的地方，待其变凉、变硬。晾干后用松
毛捂起来，这样就不容易干裂了。
一群贪吃的孩童开心地围着做饵 的桌
子追逐嬉戏，他们可等不及饵 成形，一把抓
过白胖的饵 团子往嘴里塞。可心急吃不了
热豆腐,饵 刚进嘴，就被烫着了，刚准备哇哇
叫，热乎乎的团子又把嘴粘住了。看他们那副
可怜又好笑的样子，我哭笑不得。做饵 接近
了尾声，奶奶开始“大显身手”了！只见她取出
一 个 热 气 腾 腾 的 白 团 子 ，在 手 中 娴 熟 地 搓 揉
着，时不时地捏捏、搓搓。不一会儿，一只活灵
活现的阔耳朵“大象”在奶奶手里产生了。孩
子们可喜欢这些有模有样的小玩意了，老鼠、
小 鸡 、小 兔 子 …… 就 像 变 魔 术 般 从 奶 奶 手 里
“走”了出来。我问奶奶她是怎么练就这一身
本领的，奶奶笑盈盈地答复我：
“ 我小的时候，
奶奶手把手教我的呀！”
我心里想，中华文明也许就是这样口口相
传、代代流传下来的吧！
作者系云师大附小金牛校区六（1）班学生
指导老师：
杨倩云

如果将来我拥有
一块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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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
李焕英》观后感
□ 陈思涵

今年春节贺岁片有一部很火的影片《你好，李焕英》。
这部电影是由小品改编，
讲述了知名喜剧演员贾玲的亲身经
历。故事主角贾晓玲在经历妈妈因交通事故突然离世后悲
痛不已，
穿越时空来到 1981 年，
触摸到年轻时的妈妈。因为
自责自己的碌碌无为，
穿越后的贾晓玲一直想改变母亲的人
生，
想让母亲更加开心。
影片中，我们感受到了温情的笑与泪。剧情开头的各
种搞笑情节，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但随着剧情的转折，贾晓
玲因补裤洞事件，发现妈妈李焕英其实也是穿越来的，她
没有戳破女儿的小伎俩，配合着女儿演戏。正因为母女间
这份纯粹的情感，触碰到我们内心柔软的地方，我们的眼
泪悄然而下。
看完这部电影，令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电影中李焕英的
一句话，
我生个女儿，
希望她健康快乐就行了。大家都说为
母则刚，
为母则勇，
妈妈一直无条件地爱着我们。妈妈也曾
经年轻过，她把岁月的时光倾洒在我身上。我也要让妈妈
阳光快乐，
不要让她为我们的学习生活操心，用实际行动来
回报妈妈的爱。
作者系云师大附小樱花语校区五（2）班学生
指导老师：
张洁

美丽的翠湖公园
□ 张舒涵

我的家乡在昆明，那里有很多美丽的景色和特色小
吃。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我常去的地方——翠湖。
翠湖位于昆明市中心，
交通便利，
大家都喜欢去那里散
步、
锻炼。翠湖公园的景色四季各有不同，
最美的当属夏天
荷花开时和冬天海鸥从西伯利亚飞来时的热闹景象。
在漫长的夏日里，荷花不知什么时候悄悄开放了，一
片片荷叶像一个个碧绿的大圆盘，白色的荷花从大圆盘
中间冒出来。蜻蜓在湖中央飞舞，轻轻地落在了一个含
苞欲放的花骨朵上，真是“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
上头”呀！
夏姑娘悄悄溜走了，
等到冬爷爷来到时，
可爱的海鸥从
西伯利亚来到了翠湖。它们用锐利的眼神扫了一圈，好像
在寻找吃的，看来它们是饿坏了。人们把买好的面包扔给
饥肠辘辘的海鸥们，
它们为了感谢人们的盛情款待，
决定跳
一支海鸥舞。预备，
开始！海鸥们一起飞向蓝天，
在人们头
顶上空盘旋，不一会儿又俯冲下来，落到地面上，轻轻地整
理着自己的羽毛。忽然，呼啦啦一声，所有海鸥又飞了起
来，向湖面飞去，齐刷刷地落在水面上。夕阳照在湖面上，
照在海鸥身上，
美丽极了。
听了我的推荐，你们是不是也想到翠湖一游呢？那还
等什么，
马上出发吧!
作者系云师大附小四（4）班学生

□ 雷梓俊

如果将来我拥有一块土地，
我会拆掉林林总总的建筑，
任由野草疯狂生长，
苔藓蔓上石头，
花朵随风飘落。
我会留下这片土地，
将房屋建在溪的边上，
听溪水哗哗流过，
叮叮作响。
我会留下这片土地，
将庄稼种在屋的边上，
让勤劳随风荡漾，
秋雨中收获成长。
它可以在北欧，
看极光闪耀的样子；
它可以在西藏，
看冰雪绽放的样子；
哦，
不！
请不要告诉我它在哪里？
请留下我的一份念想吧！
作者系云师大附小文林校区四（1）班学生

“棋”乐无穷
□ 杜辰

学习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
遇见更好的世界。
小学一年级上学期，学校有一门国际象棋课，那是我
第一次接触到国际象棋，也正因为这一次的遇见，我就深
深地被棋盘和棋子吸引住了。因为喜欢，我上课认真听
讲，积极开动自己的小脑袋瓜，紧跟老师的步伐。几节课
下来，我记住了每颗棋子的名称，学会了基本的开局原理
以及基本的走棋方式。因为妈妈不会国际象棋，所以有时
间时，我就把学到的国际象棋知识教给妈妈，慢慢地，妈妈
也学会了，还能和我一起对弈。现在我们都是一起学习，
一起进步。
我喜欢国际象棋，每次和小朋友实战或者在“国象联
盟”App 上对弈时，我都会把老师教的知识运用其中。我
很享受每一次通过思考将死对手的成就感，也能从被对
方将死的过程中学到经验、得到锻炼。学习象棋，既锻炼
了思维，也提高了专注力，让我从中学到很多东西，获得
很多快乐！
妈妈跟我说过，每次比赛都会有输赢，学习也是如
此。不过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每次学习中我都学到
了知识、积累了经验。每次努力一点，每次就能进步一点，
让我们一起加油吧！
作者系高新一小经典校区一（27）班学生

蓝花楹
□ 詹墨清

周末的傍晚，
我和妈妈去云师大的校园散步。走着走
着，
我看到远处有一片蓝紫色的烟霞笼罩在茂密的树林中，
好奇心驱使着我快步走上前。走近一看，
原来是一片开满
紫花的树林，十分漂亮。妈妈告诉我，它叫蓝花楹。我心
想：
好美的名字。
蓝花楹的树冠圆圆的，像极了公主的蓬蓬裙，每一片
树叶由小片小片的叶子组成，
像极了羽毛，
难怪整棵大树看
起来是那么的柔软和轻盈。一串串紫色的花朵长满枝头，
春风吹过，
花朵簌簌坠落，
就像一场紫色的花瓣雨，
淡雅的
清香沁人心脾，
那么清凉、
舒服。我捡起一朵花，
花瓣的形
状就像一个紫色的小喇叭，
中间一根毛茸茸的花蕊沾满了
花蜜，
轻轻一舔，
淡淡的甜味在舌尖舞动。小动物们也爱上
了这里，
小昆虫们在地上爬来爬去，
开心地吃着花蜜；
几只
小松鼠拿着松果，坐在枝丫上开心地开派对；小鸟们在枝
头，
成群结队地歌唱。
一棵棵蓝花楹就像一个个安静善良的仙子，
用宁静和
美好默默地守护着这里，
如诗所言：
“庭前一路蓝花楹，
含笑
盛夏待风清。不与群芳竞春辉，
只为路人罩紫阴。
”
我爱蓝花楹。
作者系云师大附小呈贡校区三（4）班学生
指导老师：
朱怡蓉

第一次帮妈妈洗衣服
□ 彭琬迪

星期天早上，我做完作业，看见妈妈第二天上班要穿
的衬衫还没洗，
我想：
妈妈实在是太忙了，
我应该学着做点
力所能及的家务了。我决定帮妈妈把衬衫洗了。
我找来一个盆，放入衬衫，加上水，把衬衫弄湿，然后
把衬衫拿起来，往盆里放上洗衣液，把洗衣液和水搅匀后
再把衣服放进去使劲揉。揉了一会儿，我发现衣领上的
脏东西还是洗不干净，突然想起妈妈平时用刷子刷衣
领。于是，我想象着妈妈刷衣领的样子，找来一把刷子，
抹了点洗衣粉在衣领上，然后拿着刷子用力刷。刷了约
一分钟，一看，刷干净了。接下来，开始漂洗了。我接了
一盆清水，把衬衫放进里面使劲揉，把泡沫揉出来。换了
四次水后，盆里终于没有泡沫了，我才把衬衫拧干晾在阳
台的晾衣架上。
看着自己为妈妈洗得干干净净的衬衫，心里真是开
心极了！
作者系云师大附小呈贡校区三（2）班学生
指导老师：
方璟

游黄山
□ 易轩萁

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去年暑假，我真
正见识到了黄山的秀美壮观。
那天早上，
我和爸爸妈妈从慈光阁坐缆车到了迎客松
旁。迎客松屹立在陡峭的悬崖上，根紧紧地扎在石缝里，
真是
“咬定青山不放松”
。它的松针苍翠欲滴，
树枝曲曲折
折，主枝一高一低地左右张开，宛如一位热情好客的老者
正在挥动双臂，
热烈欢迎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的到来。
随后，我们一步一个脚印地往上爬，终于到了光明
顶。看到宛如仙境、
气象万千的云海，
我不由得感叹，
果然
是一分付出，
一分收获，
无限风光在险峰啊！
从光明顶下来，我们来到了黄山里程最长、风景最美
的缆车——西海大峡谷缆车的乘车处。坐上缆车，
我望着
窗外，不禁有些恐高。随着缆车越升越高，我慢慢放松了
心情，
被下面壮美的景色深深吸引了：
树木郁郁葱葱、
漫山
遍野，到处都有它们的踪影；山脉连绵起伏、曲折蜿蜒，一
眼望不到尽头，
每座山都十分陡峭；
天空万里无云，
一望无
际，不时有几只小鸟在山脉间自由穿梭，仿佛构成了一幅
浑然天成的山水画。
坐完缆车，
我们继续前往飞来石。一路上我们还看到
许多奇峰怪石，
如龟兔赛跑、
鲤鱼跃龙门、
童子拜观音。飞
来石是一块孤零零屹立在山峰上的巨石，形状十分奇特。
它与地面的接触面积非常小，宛如天外来客，仿佛仙人踮
足远眺，
又似金鸡遗世独立。
峰奇石奇松更奇，
云飞水飞山亦飞。黄山的美景真是
如梦如幻、美不胜收。陶醉之余，我不禁为祖国拥有这人
间仙境、壮美河山而感到深深的自豪。如果有机会，我多
么想再一次领略黄山的无限风光啊！
作者系云师大附小呈贡校区五（3）班学生
指导老师：
王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