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2020学年 第 21-26期 出版日期：2020年 2月 5日

学校 __________ 班级 __________ 姓名 __________

主管：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主办：山西三晋报刊传媒集团

国内统一刊号：CN14-0708/（F）

总编辑：苗俊青

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汤素兰老师

寄语《天天读写》小读者

同主题阅读指导

单元同步资料包

口语交流指导与训练

单元习作指导

单元同主题对比阅读训练

学习范围 单元



3 故乡的吃食———第一单元同主题阅读

4 第一单元同步资料包

5 安排好详略，表达好主次———第一单元交流平台

6 家乡的风俗———第一单元习作指导

7-8民风民俗———第一单元主题对比阅读训练

21-22 快乐读书吧之《汤姆·索亚历险记》

23 参考答案

本刊供稿 曹莉莉

15 花边饺里的母爱———第三单元同主题阅读

16 第三单元同步资料包

17 怎样抒发真情实感———第三单元交流平台

18 让真情自然流露———第三单元习作指导

19-20 真情在笔尖流露———第三单元主题对比阅读训练

9 鲁滨逊喜获丰收———第二单元同主题阅读

10 第二单元同步资料包

11 同读一本书———第二单元口语交际

12 写写作品梗概———第二单元习作指导

13-14探寻名著的精彩———第二单元主题对比阅读训练



阅读进行时
3

咖吧阅读时刻

文/迟子建

美好晨读时光

桃夭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

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 其实。

之子于归，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叶蓁蓁。

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麟之趾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桃夭》选自

《诗经》，是两三千

年以前，我们的祖

先在婚礼上唱给新

娘的歌，祝福她夫

妻和睦、家庭美满。

《麟之趾》同样选自《诗经》，

是为庆祝喜得贵子而唱的赞美

诗。麒麟，是传说中的仁兽。它

有蹄不踏，有额不抵，有角不

触，被古人看作至高至美的野

兽。此诗以麒麟比人，祝贺人家

多子多孙，且子孙品德高尚，如

同麒麟。

———第一单元同主题阅读

1.这篇文章的题目是“故乡的吃食”，作者在文中

重点写的是什么内容？其中，哪部分写得详细，哪部分

写得简略？

2.作者是如何详写主要部分的？

（节选）北方人好吃，但吃得不像南方人那么

讲究和精致，菜品味重色黯，所以真正能上

得了席面的很少。但那些家常菜一直是我

们的最爱。

如果不年不节的，平素大家吃得都很

简单。由于故乡漠河地处苦寒之地，冬季漫

长，寸草不生，所以我们食用的，都是晚秋

时储藏在地窖里的菜、腌制的酸菜和夏季

时晒的干菜。人们喜欢吃炖菜，冬天的菜尤

其适合炖。将一大盆连汤带菜的热气腾腾

的炖菜捧上桌，寒冷都被赶走了三分。人们

喜欢把主食泡在炖菜中，比如玉米饼和高

粱米饭，一经炖菜的浸润，有如酒经过了岁

月的洗礼，滋味格外醇厚。而到了夏季，炖

菜就被蘸酱菜和炒菜代替了。田园中有各

色碧绿的新鲜蔬菜，菠菜呀黄瓜呀青葱呀

生菜呀等，都适宜生着蘸酱吃；而芹菜、辣

椒等则可爆炒。这时候人们喜欢喝粥，高粱

米粥以及小米绿豆粥是此时餐桌的主宰。

家常便饭到了节日时，就像毛手毛脚

的短工，被打发了，节日自有节日的吃食。

比如说春天的节日吧。立春那一天，家

家都得烙春饼。春饼不能油大，要擀得薄如

纸片，用慢火在锅里轻轻翻转，烙到白色的

面饼上飞出一片片晚霞般的金黄的印记，

饼就熟了。烙过春饼，再炒上一盘切得细若

游丝的土豆丝，用春饼卷了吃，真的觉得春

天温暖地回来了。除了吃春饼，这一天还要

“啃春”，好像残冬是顽石一块，不动用牙齿

啃噬它，春天的气息就飘不出来似的。我们

啃春的对象就是萝卜。萝卜到了立春时，柴

的比脆生的多，所以选啃春的萝卜就跟皇

帝选妃子一样费周折，既要看它的模样，又

要看它是否丰腴，汁液是否饱满。很奇怪，

啃过春后，嘴里就会荡漾着一股清香的气

味，恰似春天草木复苏的气息。

立春一过，离清明就不远了。人们这一

天会挎着篮子去山上给已故的亲人上坟。

篮子里装着染成红色的熟鸡蛋，它们被上

过供后，依然会被带回到生者的餐桌上，由

大家分食，据说吃了这样的鸡蛋很吉利。而

谁家要是生了孩子，主人也会煮了鸡蛋，把

皮染红，送与亲戚和邻里分享。所以我觉得

红皮鸡蛋走在两个极端上：出生和死亡。它

们像一双无形的大手，一手把新生婴儿托

到尘世上，一手又把一个衰朽的生命送回

尘土里。所以清明节的鸡蛋，吃起来总觉得

有股土腥味。

批注［1］：这句

话运用了 __

________ 的

修辞手法，你觉

得这样写好在

哪儿？说一说。

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批注［2］：画

线句子用“皇

帝选妃子”形

象类比，又从

外形、质感、水

分含量三个方

面对萝卜进

行评价，生动

形象地写出

挑选啃春萝

卜的难度。



山东潍坊杨家埠年画《新春大吉》

4 同步资料包

春夜洛城闻笛
［唐］李 白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

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

“折柳送别”最初只是一种民间

行为。隋唐以来，“折柳”一词才开始

作为送别和寄远的符号，表示亲情

或友情常系心头，永不相忘。

：你知道吗，一碗香甜的腊八粥，在我国的传统文化

中，蕴含着丰富的吉祥寓意。

祭祀的供品，

用于祈福

赠送亲友，
联络感情

有德之家舍粥，
行善积德

食材五行俱全，
强身健体

汇集四季食材，
庆贺丰收

皇家御赐腊八
粥，显示皇恩
浩荡

爱惜粮食，
积福惜福

年
画
里
的
寓
意

银江苏苏州桃花坞年画《吉庆有余》

鱼的寓意是飞

跃、更进一步。这样

的年画贴在家里，

寓意是年年有余，

生活富裕。

这幅年画

中，“鸡”通“吉”，

鲜花象征着春天

的到来。

“蟾宫折桂”，常用来作为

祝福科举考试成功的吉语。此

图中吉祥的物件甚多，娃娃身

挂对钱，地上珊瑚枝、元宝还

有牡丹都象征着财气，橘代表

吉、蝠代表福，弓代表成功，另

一童子坐于地上手执桂枝，便

是折桂之意了。

纸鸢起源于春秋时代，

发明者为墨翟，当时是用木

头制成，被称为“木鸢”或“风

鸢”，主要用于战争时，是通

讯和侦探的重要工具。而风

筝作为人们喜爱的娱乐玩

具，是从隋唐时代开始的。

银天津杨柳青年画
《蟾宫折桂》

村 居
［清］高 鼎

草长莺飞二月天，

拂堤杨柳醉春烟。

儿童散学归来早，

忙趁东风放纸鸢。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唐］王 维

游山西村
［南宋］陆游

：我知道这首诗

中的传统习俗是：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知道这首诗

中的传统习俗是：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

生查子·元夕

［宋］欧阳修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

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

据说“元宵赏灯”

始于东汉明帝时期。

明帝提倡佛教，听说

佛教有正月十五日僧

人点灯敬佛的做法，

就命令这一天夜晚在

皇宫和寺庙里点灯敬

佛，让官员和老百姓

都挂灯。之后这种佛

教礼仪节日逐渐形成

民间盛大的节日。



5精彩面对面

我家乡过春节的独特风俗：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来详细描写一下这种风俗：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家乡和其他地方差别不大的风俗：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果我来写《家乡的春节》，我要详写 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略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一单元交流平台

：同学们，学习完课文后我们知道，老舍先生写《北

京的春节》，从腊八节这天开始写，一直写到正月十九春节正

式结束。跨度这么长的时间段内，作者是怎样安排材料的呢？

：腊八、腊月二十三、除夕、正月初一、正月十五这几

天的风俗重点写，其他日子则一笔带过。

：吉吉，我发现，即使是腊八、正月初一那几天，作

者也并不全部铺开写，而是突出写了最具特色的一两项民俗

活动。

：我们家过春节前，我爷爷奶奶忙着“发络笋”“掸檐

尘”，作者怎么不写这些内容呢？

发络笋
络笋烧肉是浙江嘉兴的一道传统

菜。把买来的笋干放在淘米泔水里浸

泡上几天几夜，然后在大锅里煮，煮的

时间越久，味道越好。除夕夜之前，嘉

兴人家家户户都会煮上一大锅笋干。

空气里到处弥漫着一股浓浓的老笋干

的味道，鲜得让人直流口水。

掸檐尘

浙江嘉兴人掸檐尘，一般安排在

腊月中下旬，最迟至农历十二月二十

七日，实际上这是一次彻底的家庭大

扫除。掸檐尘前，要把锅子、汤罐、碗

盏盆碟通通搬到屋外，把室内的物件

尽可能地遮盖好。到竹园里砍下一根

当年的新竹作掸把，长长的新竹象征

除旧迎新；掸刷用早稻柴扎成，早稻

寓意早迎春、早得吉利。

：吉吉，根据上面的材料提示，你明白《北京的春节》

为什么不写“发络笋”和“掸檐尘”了吧？

：《北京的春节》讲的是北京地区过春节的独特习俗，

当然不会写到浙江嘉兴的风俗了。最能表现北京春节的独特

习俗的，莫过于作者重点写的腊八、腊月二十三、除夕、正月

初一、正月十五那几天。那些日子是北京人过春节的一个个

小高潮，所以要详写。

：我明白了，如果让我写一篇《嘉兴的春节》，我就

要把发络笋、掸檐尘、做尺糕这些最能表现嘉兴本地独特

习俗的内容详细介绍出来，让人深度了解，从而印象深刻。

至于和别的地方大体相似的春节活动，就没有必要一一详

细描述了。

：吉吉，你说得真好！现在你们应该都明白了，文章

详写什么，略写什么，都是根据作者想要重点表达的意思决

定的。

：老师，您经常提醒我们“读文章的时候，要分清文

章的主次”，文章的主次是不是就是详细写与简略写的内容？

：没错，文章的主次就是指文章的主要内容和次要

内容，写得详细的就是主要内容，写得简略的则是次要内容。

小妙招 详略安排得当，文章中心才突出，表达

才清楚。所以习作之前，应该先想好自己主要想表达

什么意思，以确定哪部分重点写，哪部分次要写。

：同学们，每一篇文章都是围绕中心思想选材的，与

中心思想关系密切的内容就是主要内容，要详写；联系不是

那么紧密的材料可以略写，甚至一笔带过。

下面，请大家学着吉吉的样子，对自己家乡过春节的风

俗做一个小小的归纳吧。



习作起跑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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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习作指导

吉吉的精彩片段

我们随着拥挤的人群来到人民广场。这里

成了花灯的海洋。有孔雀灯、老鹰灯、荷花灯、金

鸡报晓灯，还有造型新颖的“三国演义”“西游

记”“二十四孝”灯。各式各样的花灯绚丽多彩，

令人眼花缭乱。你瞧，这幢房子造型的花灯，虽

没有其他花灯那样阵容庞大，却是一派富丽堂

皇的景象。房前屋后鲜花盛开，想必那幢房子定

是年年鸟语花香，住在里面的一家人一定日日

充满欢声笑语，幸福无比。再看那二龙戏珠灯，

两条巨龙威风凛凛，仪表堂堂，可没想到它们却

像小孩子一般贪玩。瞧，它们正在嬉戏，争抢着爪

中的夜明珠，两只凤凰还在一旁加油助威呢！所

有的花灯都是那么栩栩如生，让我们从心底里

为能工巧匠们的高超技艺叹服叫绝。

———《元宵节的灯》

：《腊八粥》第

一段中，作者从材料、

口感、形态、味道等角

度对腊八粥进行了介

绍，使自己笔下的腊八

粥色味俱全、让人垂涎

欲滴。大家写美食的时

候，就可以参考学习

呀！同学们，期待你们

的佳作！如果可以，将

全班同学的习作集中

在一起，编成一本民俗

作品集吧！

你的家乡有哪些特别的风俗习惯呢？

通过收集资料、亲身体会、询问长辈等方式，我发现家乡的风俗习惯有：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想介绍的风俗是 ____________，我知道这种风俗的主要特点是 ________________，

我将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等几个方面来介绍。

：著名作家汪曾祺曾经说过：

“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的抒

情诗，它反映了一个地方的人民对生活

的挚爱，对活着所感到的欢愉。”你熟悉

下面这些习俗吗？

图 圆 山西元宵节传
统习俗———跑旱船

图 员 陕西婚丧嫁娶时
的美食———岐山臊子面

图 猿 图 源

: 图 3里，一个老奶奶在买甘

蔗。难道吃甘蔗也是一种风俗？

：这叫“翻梢”，是云南昆明的一

种年俗。在年三十晚上用一根甘蔗把门

顶住（有的人家会用两根甘蔗，代表好

事成双），年初一时，把甘蔗的梢翻过

来，意味着新的一年“翻身”。

：图 源是什么风俗呢？

：图 4是江苏省扬州市卸甲镇

的“送亲奶奶”习俗。大家一起来读一读

老师准备的资料。

开始开面了，只见送亲奶奶先一点

点地向后捋顺新娘的发丝，给她扎上皮

筋，让额头露出一排扎眼的鬓发。然后

送亲奶奶拿起一块白色棉布，开始往新

娘脸上熟练地涂抹白色香粉，从额头到

脸颊，再到下巴，直至香粉均匀地铺满

她的整个脸部。最后送亲奶奶拿出一根

棉线，像变魔术一样，将线绕在左右两

只手的大拇指和食指上，再看棉线，已

经变成一把剪刀的样子，朝着新娘脸上

的汗毛夹过去。所到之处，汗毛被连根

拔起，皮肤立刻变得白净光滑。

小贴士 作者按照事情发生

的先后顺序将“开面”的过程写得

十分具体、清晰。因为这是作者在

本次习作中要重点介绍的内容。

：同学们，我们在介绍一种风俗

之前，要先查阅资料或问问长辈。深入

了解这种风俗后，就能像作者一样描述

得具体清晰了。

：老师，我问过奶奶，“开面”源

于明清时代。姑娘们出嫁时，要聘请上有

公婆、下有子孙、夫妻双全的全福中老年

妇女，也就是俗称的“送亲奶奶”给新娘

子开面，就是开启一个新面貌的意思。

小贴士 如果要写“送亲奶

奶”这种风俗，可以将“开面”的来

历加在文章合适的地方进行补充

说明，作为次要内容简略写。

：你别说，老师当年出嫁，还真

的体验过一回“开面”。开面线铰到汗毛

的时候，挺疼的。但是开面结束后，我照

镜子，发现眉毛被铰成了柳叶眉，那些杂

七杂八的鬓发也不见了，整个人变得神

采奕奕，就像刚从美容店出来一样。我当

时就对劳动人民的智慧惊叹不已。

小贴士 如果亲身参与过风

俗体验，就可以写自己的感受，还

可以表达自己对风俗的看法。这些

内容也可以简略写哦！

：同学们，要想使文章主次分明，

就要根据自己想表达的中心意思安排好

主要内容和次要内容，进行详写或略写。

写家乡的风俗习惯，只要能找准材料，安

排好详略，抓住重点，写出特点，一篇优

秀的习作就会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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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主题对比阅读训练

阅读材料一

文/丰子恺

时 间 事 件 详 略

十二月十五 提前为染匠办年酒 略

腊月二十三

腊月二十三以后

请你思考：文章是按什么顺序写的？作者把哪一天

的事件写得最详细？他为什么要这样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圆.《过年（节选）》和《北京的春节》都是写过年的习

俗，比较两篇文章在写法和内容上有哪些异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猿.你的家乡过年有哪些习俗？如果让你写过年，你

会把哪一天写得最详细？为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员援阅读选文，完成下表，并回答问题。

民风民俗本次阅读主题：

语文要素：

重点关注：

分清内容的主次，了解民风民俗；学
习作者详略得当、特点突出的写法。

阅读和写作时，分清文章内容主次。

（节选）

到了十二月十五，过年的气氛开始浓

重起来了。我们染坊店里三个染匠十二月

十六要回乡。十五日，店里办一桌酒席，为

他们送行。这是提早办的年酒。

腊月二十三送灶君菩萨之后，家中就

忙着打年糕。这糯米年糕又大又韧，两枕

“当家年糕”，约有三尺长；此外许多较小的

年糕，有二尺长的，有一尺长的；还有红糖

年糕，白糖年糕。此外是元宝、百合、橘子等

种种小摆设，这些都由母亲和姐姐们去

做。我也洗了手去参加，但总做不好，结果

是自己吃了。姐姐们又做许多小年糕，形

状仿照大年糕，是预备二十七夜过年时拜

小年菩萨用的。

二十七夜过年，是个盛典。白天忙着

烧祭品：猪头、全鸡、大鱼、大肉，都是装大

盘子的。吃过夜饭之后，把两张八仙桌接

起来，上面供设“六神牌”，前面围着大红桌

围，摆着巨大的锡制的香炉蜡台。桌上供

着许多祭品，两旁围着年糕。记得那时我

所欣赏的，是“六神牌”和祭品盘上的红纸

盖。这六神牌画得非常精美，一共六版，每

版上画好几个菩萨，佛、观音、玉皇大帝、孔

子、文昌帝君、魁星……都包括在内。平时

折好了供在堂前，不许打开来看，这时候

才展览了。祭品盘上的红纸盖，都是我的

姑母剪的，“福禄寿喜”“一品当朝”“平升三

级”等字，都剪出来，巧妙地嵌在里头。我那

时只七八岁，就喜爱这些东西，这说明我

对美术有缘。

绝大多数人家二十七夜过年，所以这

晚上商店都开门，直到后半夜送神后才关

门。我们约伴出门散步，买花炮。花炮种类

繁多，我们所买的，不是两响头的炮仗和

噼噼啪啪的鞭炮，而是雪炮、流星、金转银

盘、水老鼠、万花筒等好看的花炮。其中万

花筒最好看，买回去在天井里放，大可增

加过年的喜气，然而价贵不易多得。我把

一串鞭炮拆散来一个一个地放，点着了火

立刻拿一个罐头瓶来罩住，“咚”的一声，连

罐头瓶也跳起来。我起初不敢拿在手里

放，后来经乐生哥哥教导，竟胆敢拿在手

里放了。两指轻轻捏住鞭炮的末端，一点

上火，立刻把头旋向后面。渐渐老练了，即

行若无事。

年底这一天，是准备通夜不眠的。店

里早已摆出风灯，插上岁烛。吃年底夜饭

时，把所有的碗筷都拿出来，预祝来年人

丁兴旺。吃饭碗数不可成单，必须成双。如

果吃三碗，必须再盛一次，哪怕盛一点点

也好，总之要凑成双数。吃饭时母亲分送

压岁钱，用红纸包好，我全部用以买花炮。

年初一上午忙着招待拜年客人。街上

挤满了穿新衣服的农民，男女老幼，熙熙

攘攘，吃烧卖，上酒馆，买花纸（即年画），看

戏法，到处拥挤。

初二开始，镇上的亲友来往拜年。我

父亲戴着红缨帽子，穿着外套，带着跟班

出门。同时也有穿礼服的到我家拜年。如

果不遇，留下一张红片子。

正月初四，晚上接财神。别的事情排场

大小不定，独有接财神，家家郑重其事，而

且越是贫寒之家，排场越是体面。大约他们

想：敬神丰盛，可以邀得神的恩宠，今后让

他们发财。

初五以后，过年的事基本结束，但是

拜年，吃年酒，酬谢往还，也很热闹。厨房里

年菜很多，客人来，搬出就是。但是到了正

月半，也差不多吃完了。所以有一句话：“拜

年拜到正月半，烂溏鸡屎炒青菜。”我的父

亲不爱吃肉，喜欢吃素。所以我们家里，大

年夜就烧好一大缸萝卜丝油豆腐，油很

重，滋味很好。每餐盛出一碗来，放在锅子

里一热，便是最好的饭菜。我至今还是忘

不了这种好滋味。但叫家里人照烧起来，

总不及童年时的好吃，怪哉！

正月十五，在古代是一个元宵佳节，

然而赛灯之事，久已废止，只有市上卖些

兔子灯、蝴蝶灯等，聊以应名而已。二十日，

各店照常开门做生意，学堂也开学，过年

也就全部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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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琦 君

（节选）

阅读材料二

异乡客地，越是没有年节的气氛，越

是怀念旧时代的年节情景。

端阳是个大节，也是母亲大忙特忙、

大显身手的时刻。想到她灵活的双手，裹

着四角玲珑的粽子，就好像马上闻到那

股子粽香了。

母亲的粽子，种类很多。莲子红枣粽

只包少许几个，是专为供佛的素粽。荤的

豆沙粽、猪肉粽、火腿粽可以供祖先，供

过以后称之为“子孙粽”，吃了将会保佑

后代儿孙绵延。包得最多的是红豆粽、白

米粽和灰汤粽。一家人享受以外，还要布

施乞丐。母亲总是为乞丐大量地准备一

些，美其名曰“富贵粽”。

我最最喜欢吃的是灰汤粽。那是用

旱稻草烧成灰，铺在白布上，拿开水一

冲，滴下的热汤呈灰褐色，内含大量的

碱。把包好的白米粽浸泡在灰汤中一段

时间（大约一夜吧），提出来煮熟，就是浅

咖啡色带碱味的灰汤粽。那股子特别的

清香，是其他粽子所不及的。我一口气可

以吃两个，因为灰汤粽不但不碍胃，反而

有帮助消化之功。过节时若吃得过饱，母

亲就用灰汤粽焙成灰，叫我用开水送服，

胃就舒服了。这完全是自然食物的自然治

疗法。母亲常说我是从灰汤粽里长大的。

几十年来，我一想起灰汤粽的香味，

就神往童年与故乡的快乐时光。但在今

天，到哪里去找旱稻草烧出灰来冲灰汤呢？

如今，我很少吃粽子，更无从吃到清香的

灰汤粽。母亲细致的手艺，和琐琐屑屑的

事，都只能在不尽的怀念中追寻了。

阅读材料三

员援文中的母亲是一个怎样的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圆援什么是“子孙粽”？什么又是“富贵

粽”？你觉得“富贵粽”的名字好不好，为

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猿援写母亲的粽子的时候，作者是怎样

有详有略地进行叙述的？作者为什么要

这样安排内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源援 文章的最后一段表达了作者怎样

的思想感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员援读了全文，你认为在“我们”那里，

为什么称元宵节为“灯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圆援文中作者重点写了哪些灯？这些

灯各自有什么特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猿援读读文中的画线句子，说一说你

有怎样的感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天快过去了。

不过元宵要等到晚上，上了灯，才

算。元宵元宵嘛。我们那里一般不叫元

宵，叫灯节。灯节要过几天，十三上灯，十

七落灯。“正日子”是十五。

各屋里的灯都点起来了。大妈（大伯

母）屋里是四盏玻璃方灯。二妈屋里是画

了红寿字的白明角琉璃灯，还有一张珠

子灯。我的继母屋里点的是红琉璃泡子。

一屋子灯光，明亮而温柔，显得很吉祥。

上街去看走马灯。连万顺家的走马灯

很大。“乡下人不识走马灯———又来了。”

走马灯不过是来回转动的车、马、人（兵）的

影子，但也能看它转几圈。乾隆和（老字号）

的走马灯并不“走”，只是一个长方的纸箱

子，正面白纸上有一些彩色的小人，小人连

着一根头发丝，烛火烘热了发丝，小人的手

脚会上下动。它虽然不“走”，我们还是叫它

走马灯。要不，叫它什么灯呢？这外面的小

人是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整个画

面表现的是《西游记》唐僧取经。

孩子有自己的灯。兔子灯、绣球灯、

马灯……兔子灯大都是自己动手做的。

下面安四个轱辘，可以拉着走。绣球灯、

马灯都是买的。绣球灯是一个多面的纸

扎的球，有一个篾制的架子，架子上有一

根竹竿，架子下有两个轱辘。手执竹竿，

向前推移，球即不停滚动。马灯是两段，

一个马头，一个马屁股，用带子系在身

上。西瓜灯、虾蟆（澡佗 皂倩）灯、鱼灯，这些

手提的灯，是小孩玩的。

有一个习俗可能是外地所没有的：

看围屏。硬木长方框，约三尺高，尺半宽，

镶绢，上画一笔演义小说人物故事，灯节

前装好，一堂围屏约三十幅，屏后点蜡

烛。这实际上是照得透亮的连环画。看围

屏有两处，一处在炼阳观的偏殿，一处在

附设在城隍庙里的火神庙。炼阳观画的

是《封神榜》，火神庙画的是《三国》。围屏

看了多少年，但还是年年看。好像不看围

屏就不算过灯节似的。

街上有人放花。有人放高升（起火），

不多的几支，起火升到天上，嗤———灭了。

天上有一盏红灯笼。竹篾为骨，外糊

红纸，一个长方的筒，里面点了蜡烛，放

到天上，灯笼是很好放的，连脑线（绑鱼

钩的线）都不用，在一个角上系上线，就

能飞上去。灯笼在天上微微飘动，不知道

为什么，看了使人有一点薄薄的凄凉。

年过完了，明天十六，所有店铺就

“大开门”了，开始正常营业。

年，就这样过去了。文/汪曾祺

（节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