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端午节，我了解的知识

可真不少！ 比如它的别称：端阳

节、重五节、当五汛、龙舟节、天

中节、浴兰节、解粽节、女儿节、

端礼节、菖蒲节等。 还有它的习

俗，比如吃粽子、赛龙舟、佩香

囊、悬挂艾叶等。

今天我随着 “贵阳晚报小

记者团” 来到了贵阳远大美域，

参加了“玩转端午节” 活动，在

这里，我们穿汉服拍照、玩投壶

游戏、画盘画、包粽子等，并且粽

子和盘画可以作为“战利品”带

回家。

我非常喜欢包粽子，看着几

片粽叶和一些糯米、红枣、绿豆、

红豆等五谷杂粮在我们手里变

成了一个个可爱的小粽子时，心

里就有了一种非凡的成就感。

盘画也非常的有意思，我首

先参照了一位老师的作品 《海

上日出》。 在我画完以后，相比

之下我发现我的画比原作差了

一大截，但我并不气馁，因为我

成功完成了第一幅盘画。 接着

我又拿了一个盘子制作第二幅，

这一次我有经验了，对盘画也不

是那么生疏了， 所以我有了底

气，自己创作了一幅盘画———查

理九世与墨多多！ 在没有参照

物的情况下率性而为，反而非常

的好非常的不一般，相比第一幅

好了许多！ 今天真是收获满满

的一天啊！

“五月五，是端阳，插艾叶，

戴香囊，吃粽子，撒白糖，龙船

下水喜洋洋……” 听着儿歌，我

们迎来了端午节。 在端午节这

天， 我参加了贵阳晚报小记者

团举办的玩转端午活动。

在今天的活动中， 让我感

受最深的有三个项目， 分别是

穿汉服、投壶，还有包粽子。

“哇，这些汉服可真美啊”

“就是不知道怎么穿，老师请帮

我一下” ……大家兴致勃勃，在

眼花缭乱的汉服中， 我选中了

一件长袍，乳白色的底，上面镶

着金光闪闪的花纹， 穿上后感

觉自己好像穿越到了古时候，

变成了一位文质彬彬的诗人，

想吟诗一首，可惜才疏学浅，不

过仪式感十足。

接着老师宣布开始投壶比

赛，“可投壶的来历是什么

呢？ ” 我心里纳闷。 老师告诉我

们：“投壶是一种古代的游戏，

用箭投在壶里面， 谁投得多谁

就赢。 ” 老师给我们每个人都发

了 6 支箭。 我先拿着一支箭瞄

准着壶口， 轻轻一投， 只听

“嗖” 的一声就投进了壶里，我

以四箭的成绩取得了本场冠

军。

最后的包粽子令我期待已

久， 我先把粽叶裹成一个三角

形的 “桶” ， 然后把糯米倒入

“桶” 内，放入红枣，再把叶子

包上，缠上线，一个美味的粽子

就包好了。 不过说起容易做着

难啊， 看着我包的歪歪扭扭的

粽子，真是哭笑不得。

参加完这些项目， 我体会

到传统节日实际上是蛮有趣

的，作为小记者团的成员之一，

我提倡大家多参与传统节日活

动， 体会每个传统节日独有的

意义。

6月 7日， 我和爸爸妈妈一起来

到贵阳远大美域，参加贵阳晚报小记

者团组织的“玩转端午节”活动。

这次活动的主要内容有：系五色

丝线、换装打卡、投壶游戏、盘子创意

画和包粽子等，其中我最喜欢投壶游

戏、盘子创意画和包粽子活动。

据说秦汉后每逢宴饮，必有“雅

歌投壶”的节目助兴。 在今天的投壶

活动中，每位小记者都体验了一下投

壶游戏， 我们仿佛穿越到了古代的

“雅歌投壶” 之中，感受到了投壶游

戏的乐趣。

盘子创意画活动是我的最爱，我

选好了画笔和颜料，在盘子上认真地

画起来，一会儿的工夫，一幅远古时

代凶猛的暴龙图画完成了。 看着自己

画的画，感觉还不是很完美。 因为我

还是第一次尝试在盘子上画画，它需

要一定的绘画技巧，今后还需要努力

提高。

最后的亲子包粽子活动最热闹

了， 小记者和爸爸妈妈一起学包粽

子。 我是第一次学包粽子，既好奇又

激动， 迫不及待地学着大人的模样，

拿起粽叶折成圆锥形，放入糯米和腊

肉就包了起来。 我一连包了两个粽

子，结果没有包好都漏了。

通过参加有趣的端午节系列活

动，让我们切身体验和懂得了中国传

统文化，感受到了民族传统节日中浓

郁的文化气息，增强了民族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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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解端午由来

端午节作为中国传统节日每

年都会如期而至， 但是端午节的

来历你知道多少呢？

“当年屈原投身汨罗江之

后，百姓莫不感叹哀伤，百姓为免

让鱼虾吞噬屈原肉身， 纷纷将粮

食投入江中， 希望鱼虾只吃这些

粮食而不损伤屈原的身体。 ” 有

关爱国诗人屈原和端午节粽子的

缘由， 就读省府路小学的钟瑶晟

睿、 付乙峰和花溪四小的金博然

依次和大家进行了分享。

“我们在美国也过端午节，

但是有关端午节的由来， 我们还

是听弟弟妹妹们讲解后才知道

的。 ” 从美国归国的张启远和张

启和说。

了解了端午节背后的故事，

工作人员将一条条漂亮的五彩绳

发放给了小记者和家长， 让大家

系五彩绳，有的家长为孩子系，有

的孩子帮家长系。据了解，系五彩

绳是过端午节的一个传统习俗，

寓意辟邪除灾、迎祥纳福。五彩绳

不是随便用五种颜色就行， 必须

是青、白、红、黑和黄色。这五种颜

色从阴阳五行学说上讲， 分别代

表：木、金、火、水、土。

系上五彩绳后， 小记者和家

长们换上汉服， 感受中国传统服

饰之美， 还体验了古人投壶的雅

趣。

亲自动手

感受粽叶飘香

接下来的活动是包粽子，老

师先讲解包粽子的诀窍：“将两

片粽叶重叠， 右边的折叠 90 度，

向左折叠，握在手中呈锥状，然后

按口味，在糯米的基础上，添肉、

红枣或花生……”

根据指导，按步骤操作，小记

者和家长一起，认真学包粽子。就

读花溪四小的小记者叶鼎鉴第一

个粽子包得小小扁扁的， 但包到

第三个时，形状饱满，有模有样。

他告诉记者， 包粽子确实不是一

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多尝试，勤动

手，还是能学会的。

亲手包了粽子， 还没尽兴的

小记者们还来了一场创意涂鸦，

只是创作的画面不是纸张， 而是

瓷盘。 “我还是第一次在瓷盘上

画画，由于不是工整的长方形纸，

边缘又翘起，感觉不太容易。 ” 小

记者肖译森边画边嘀咕。

身旁的就读实验二小的吕汶

锴则表现得得心应手。 “挺好画

的呀， 我不光可以把盘子放在桌

上画，还可以把它托在掌心，纸就

不可以。 ”吕汶锴说。

发挥创意， 小记者谢黄伊玲

应景地画了两个卡通粽子牵着

手，沐浴在阳光里；小记者梁鑫媛

则将龙舟“驶”入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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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粽子、穿汉服、瓷盘涂鸦······

这个端午节 小记者过得好开心

包粽子、系五彩绳、投壶、穿汉服拍照、瓷盘上涂鸦······6 月 7 日，正值传统

佳节端午，贵阳晚报小记者团“行走的课堂” 开启玩转端午模式。 小记者和家长

共近百人走进观山湖区远大美域，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度过了一个有意义而又

开心的端午节。

小

记者作品

扫描二维码，加

入贵阳晚报小记者

团， 了解更多活

动资讯

6 月 7 日是端午节，我参加

了贵阳晚报小记者团的 “玩转

端午节”活动。 我已经记不清是

第几次参加小记者团的活动了，

每次活动，最令我期待的就是提

问环节，因为只要答对了，每次

的奖品都会不一样。

“有谁知道端午节的来历，

要用讲故事的方式来回答哟！ ”

李老师刚一说完，很多小记者都

举起了手：“是为了纪念屈原，

故事是这样的······” 第二个

问题是：“大家都知道端午节有

哪些习俗呢？ ”“赛龙舟、 撒雄

黄 、 系 五 彩 丝 带 、 吃 粽

子······” 我还没来得及举手，

其他小记者就都举手回答了。这

两个问题我都没抢到，真遗憾。

很快， 第三个问题来了：

“有谁知道‘投壶’ 投的是什么

吗？ ” 这一次，前面的小记者都

没回答对， 我赶紧举手：“是

箭。 ” 我的回答得到了李老师的

肯定。

接着，我们还参加了汉服打

卡、投壶竞技、玉盘作画等很有

意思的活动。 除了这些，我还亲

手体验了包粽子呢！这真是我经

历过的最特别和最有趣的一个

端午节。

特别的端午节

易美涛 尚义路小学二（8）班

端午节

方姿蔺 苗苗实验学校四（1）班

“趣”玩端午

周子茂 花溪小学四（3）班

有趣的端午节

付乙峰

省府路小学万科分校二（7）班

难忘的端午节

郝鸿宇 实验小学五（1）班

一提起端午节， 我想大家应该不

陌生，它是我国的传统节日之一。

6 月 7 日正值端午节， 我参加了

贵阳晚报小记者团组织的“玩转端午

节” 活动。 目的是让我们更加了解端

午的习俗， 而且还可以亲自体验端午

节习俗带给我们的乐趣。

这次我们参加的活动有系五彩

绳、投壶比赛、穿汉服、画盘子、包粽子

等，在所有的活动中，我最感兴趣的就

是包粽子， 它不仅让我们更加了解中

国传统的习俗， 而且还锻炼了我们的

动手能力。

老师告诉我们， 先把粽叶卷成一

个锥形， 往里面放入糯米、 豆子和枣

子，快要加满时，就将粽子紧紧捏住，

然后将粽叶两边折过来盖住糯米，再

用绳子使劲将粽子缠住， 一个粽子就

算完工了。

可是，这个看似很简单的事情，我

总是做不好，我很奇怪，为什么我包的

粽子总是散架呢？ 我可是一步一步地

做的呀！我停了下来，看着对面的小记

者包了一个又一个好看的粽子， 我开

始思考， 这才发现原来是那根绳子没

拴好搞的鬼。随后，我用牙齿紧紧咬住

线的一头，一只手紧紧捏住粽子，另一

只手拉住线的另一头， 把粽子捆了个

结结实实，看着被我“五花大绑” 的粽

子， 心里不禁松了一口气， 总算成功

了!

����这次的“玩转端午节” 真的好开

心，下次我还想参加这类活动！

感受古装之美

合影

看我们包粽子

一起包粽子

投壶比赛

瓷盘涂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