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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作品选登

就地过年 暖在身边
杭报集团读者最喜爱十佳版面

走进校园

来自远方的年味
信达外国语学校 501 班 姚欣烨
指导老师：
沈雅苹
自从爸爸去贵州工作，我常常梦见

售卖，换回些零钱贴补家用。

这样的情形：芦笙阵阵，银光闪闪，我穿

去年，爸爸和他的同事在贵州盖起

着苗族盛装，在一群苗族小伙伴的簇拥

了食品加工厂，通过低温脱水处理，生

下，围着篝火唱歌、跳舞……大家手挽

产出非油炸、非膨化的健康食品——果

手，一起迎接新年的到来。

蔬脆。苗族阿妈们再也不用担心种植

可是，今年我依旧无法去爸爸的工
作地过年，
梦中的场景也无法实现。

出来的农产品卖不出去，赚的钱也比以
前多了。

正失落时，妈妈递给我一个盒子：

我突然冒出一个想法：
“妈妈，春节

“静静，瞧，爸爸给你寄来好东西了！”

期间走亲访友，我们送果蔬脆吧！”妈妈

“果蔬脆？”我打开盒子，有苹果脆、香菇

立刻采纳了我的建议。我拿出妈妈的

脆、秋葵脆、薯条脆、紫薯脆……妈妈告

手机，按照包装盒上的说明找到了“果

诉我，这是爸爸送给我的新年礼物。

蔬脆”
的微店，
立马下单。

我迫不及待地拆开一袋秋葵脆。

轻松投稿
扫一扫

走进缤纷校园
记录五彩年华

访友，客人来我家做客，我们拿出果蔬

颜色，一口咬下去，咔哧咔哧，又香又

脆招待大家。

脆。没想到，餐桌上的蔬菜变成了袋装

在这个提倡“就地过年”的春节，暖心小事时

果蔬脆受到了大家的欢迎，尤其是

吃着各式各样的果蔬脆，我的心飞

春晚歌曲《灯火里的中国》唱道：
“远

往年，每到除夕，街上都挂满了大红灯笼，店

瓦的吊脚楼。勤劳朴实的苗族阿妈们

山的村落火苗闪烁，渐渐明亮小康的思

铺早早地关门了。今年，没几家店铺打烊的。我

在房前屋后的山崖上开垦出一块块菜

索……”
春节过后，
爸爸就能完成扶贫任

们的中饭就选择在一家兰州拉面馆解决。

地，一年四季种着不同品种的瓜果蔬

务回杭和我们团聚了，我会继续为苗家

店主是外地人，响应“就地过年”号召，这一

菜。待蔬果成熟，苗族阿妈们便肩挑背

好物代言，
让它成为日常休闲食品，
走进

家三口决定留在余杭，父亲做拉面，母亲准备汤

扛，翻山越岭，将劳动成果拿到集市上

饭店、
影院、
茶馆，
走进千家万户。

料，女儿招呼客人，虽然忙碌，但脸上洋溢着幸福
的笑容。
瞅瞅，这拉面，现拉现做，韧性十足；这秘制
汤，香味浓郁。店主毫不吝啬地放了许多牛肉，

今年因为疫情，我们全家都选择留在
腊月廿八，我们邀请姑姑一家小聚，地
点位于东湖畔的艺尚雷迪森广场酒店。下

塘栖镇第一小学 602 班

选姑姑当裁判。
“ 三二一，跑！”姑姑一声令
下，我立刻像离弦的箭飞奔出去，姐姐们跑
得更快，转眼就不见身影。当我满头大汗
到达终点时，她们早就在酒店门口等我了。
走进酒店大堂，装修富丽堂皇，庭院中
央还有一个游泳池。终于上菜了，有龙虾、
螃 蟹、鳗 鱼 …… 我 立 即 狼 吞 虎 咽 地 吃 起
来。大人们互相敬酒，说着吉祥话；孩子们
安静地倾听，津津有味地吃着美味佳肴。
我还收到很多压岁钱，我要用压岁钱
买喜欢的书和文具。

一碗小小的拉面，温暖了大家的胃，也温暖了
大家的心。
指导老师：
黄国强

葱茏，枝叶繁茂，十几里连成一片，就像绿

来赛跑吧！”三个姐姐欣然同意，并一致推

口，他们穿着睡衣，看起来是这家店的常客。

王姝涵

午，我们早早地来到东湖公园。那里树木

逛。我灵机一动，想到一个好主意：
“ 我们

让人垂涎欲滴。瞧，从对面小区走来一家三

十二生肖过大年

余杭过年。

时 间 尚 早 ，爸 爸 提 议 我 们 去 附 近 逛

暖·味

开心了。

指导老师：
李继凤

色的海洋。

时发生在我们身边。

相掏出手机来下单，我的心里甭提有多

原的崇山峻岭间，矗立着一座座木墙土

信达外国语学校 303 班 徐一泽

指导老师：
何心妹

听了果蔬脆背后的故事，亲朋好友都争

向了某年暑假到过的苗寨。在云贵高

团圆

余杭区实验小学 603 班 韩依然

春节里，我们提着果蔬脆礼盒走亲

秋葵还保留着当初采摘下来的形状和

零食，好有创意！

暖

大森林里住着十二生肖。辛丑牛
年来了，到处张灯结彩。牛心想：因为

家庭团圆就是年。

来了。
“ 牛哥，新年好！”牛赶紧招呼他

暖·春

们入座。没多久，
客人到齐了。

疫情防控需要，去年春节大家没能回家

“吃饭喽。”牛招呼着大家围坐在一

有一家我们经常光顾的花店，今年也挂出了

团圆，今年又响应号召，选择“就地过

起，有咸中带鲜的杭州酱鸭、热气腾腾

“过年不打烊”的招牌。走进花店，一股清香扑鼻

年”，我请他们来我家热热闹闹过大年

的年糕、香脆可口的春卷……小猪一上

吧。心动不如行动，牛花了一上午写好

桌就两眼放光，眉毛上扬，拿起筷子刚

新年邀请函，然后开着跑车去派送。回

准备开吃，就听小兔子和小羊笑着说：

来的路上，牛去小猫便利店买了红灯
笼、气球、彩带，又去动物菜市场买了

“遇事不要慌，先发朋友圈！”大家哄堂

而来，五彩缤纷映入眼帘。
店员每天都悉心照料着花儿。我们买的花
是店员小姐姐亲自帮我们搭配的。她们选择留
在余杭过年，用劳动传递美丽，温暖春天。

大笑。

菜，满载而归。

暖·心

十二生肖一边津津有味地品尝美

第二天，牛在布置客厅，就听门铃

味佳肴，一边喜滋滋地观看春晚。贾玲

响起。牛赶忙去开门：
“原来是鼠哥，快

的小品登场了，大家笑得人仰马翻。调

请进。”

皮的小猴还为大家献上一段杂技表演，

“我和你一起布置吧。”鼠哥放下礼

大家在欢声笑语中迎接新年的到来。

品，拿起彩带、灯笼，不一会儿就把牛家
装饰得喜气洋洋。

夜深了，该回家了。牛悄悄地在
大家的口袋里分别塞进一个压岁包

门铃又响起，原来是哈巴狗和小猪

……

往年除夕，我们一大家子相约在酒店聚餐。
今年，我们自己动手做年夜饭。妈妈从下午开始
就张罗了。
“咚咚咚……”我打开门，是“盒马鲜生”
外卖小哥。他们可真不容易，大年三十下着大
雨，还在外奔波。“新年快乐！”我接过外卖，
趁机送上祝福。他朝我微微一笑，急忙赶去送
下一单。望着他离去的背影，我的心中涌起一
股暖流，若没有他们坚守岗位，我们的年夜饭

欢乐中国年
杭州文理小学 501 班

就没这么快上桌。

粢毛肉圆里的思念

徐筠涵

指导老师：
温淑媛

仓前中心小学 509 班

很多外来务工人员选择留杭过年，虽然和亲

傅以瑄

人的距离远了，但心在一起就是团圆。
指导老师：
徐晴

年来了，春来了。
红红灯笼高高挂，对对春联门上贴。
家中处处现美好，开心和谐过新年。

过 年 了 ，过 年 了 ，大 红 灯 笼 挂 起

大年三十包饺子，家人手忙又脚乱。

来。对于过年，我最期盼的就是大大的

锅盖一掀开，我和弟弟便馋得直流

奶奶累得直擦汗，既擀皮又调馅儿。

红包、绚烂的烟花，还有阿太做的粢毛

口水。待粢毛肉圆上桌，这顿年夜饭才

爸妈和我包水饺，阖家幸福又团圆。

肉圆。

算完整。我们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开心

我在手中扑点粉，面皮摊开放手心。

说到粢毛肉圆，这可是我们当地家

喷香肉料摆中央，蜻蜓点水我来仿。

喻户晓的一道传统美食，每年年夜饭都

饺皮边缘抹一圈，对半相折变半圆。

少不了它。

莹剔透，
粢毛肉圆就可以出锅了。

地说着笑着……
可是今年我们吃不到阿太做的粢
毛肉圆了，再也看不到阿太慈祥的面容

叠好褶皱轻放盘，饺子下锅热腾腾。

粢毛肉圆浑身滚圆，象征着阖家团

大家围桌享团圆，招财进宝又安康。

圆。在我们家，这是阿太的拿手菜。每

米、揉肉丸，也做出了一盘粢毛肉圆。

大年初一穿新衣，微信视频把年拜。

次阿太做粢毛肉圆的时候，我和弟弟都

出锅了，我夹起一个尝尝，不禁想念起

响应号召庆余年，期待牛年疫情散。

会守在她身旁。阿太说，糯米要先浸上

阿太来。原来这小小的粢毛肉圆不仅

半天，猪肉要肥瘦匀称，剁碎，再把糯

是一道美食，更包含着浓浓的爱和思

米、猪肉揉捏均匀。揉搓好后，捏成丸

念。

子，在糯米里滚上一圈，让每个肉丸都
黏上糯米。最后，上锅蒸，蒸到糯米晶

了。我和妈妈学着阿太的样子，浸糯

对我来说，春节是团圆的节日，更
意味着思念和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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