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我的心里， 艺术家应该是雕塑师、画

家、音乐家等具有较高艺术气息的人，似乎

离我很远，而 5月 16日，我跟随贵阳晚报小

记者团，来到双龙镇阳光城望乡，当了一回

插花艺术家。

我们来到二楼展厅的露台上，看到老师

为我们准备好了五彩缤纷的花， 有紫玫瑰、

紫丁香、蔷薇、小雏菊、尤加利叶等。 我认真

地听老师给我们讲插花知识和插花的方法。

轮到我们上阵了，我按照老师所说的步

骤， 先把尤加利叶插在花泥篮的四个角，又

小心翼翼地用剪刀将紫玫瑰剪至适中的长

度后，插在花泥篮的中央定好高度，再将蔷

薇、紫丁香、小雏菊，按照不同的高度，插在

玫瑰花的四周，让整个花篮有层次感，既美

观又不拥挤。 最后，再用绳子将纸片系在花

篮的手提处，方便手提。就这样，我的作品就

大功告成了。

在评选环节，花艺老师将我和另一位小

女孩儿的作品评为了最佳，并当场表扬了我

们。 我当时心里特美，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小

小插花艺术家啦！

我和妈妈的第一次插花，是 5 月 16 日

跟随贵阳晚报小记者团，在龙里的阳光城望

乡展开的。

一下车，摘了口罩，清新的空气迎面扑

来，我们狠狠地吸了一口新鲜的空气，一个

字，爽！

我们来到一个大露台，像小鸟一样快速

冲到了自己的位置。工作人员为每个小朋友

都准备了一束鲜花和一坨花泥。老师介绍了

一些花的花名和花语。我知道了玫瑰代表热

情与爱，百合代表纯洁、百年好合……

接着老师教我们怎么插花。 首先，插主

花，也就是插最大的花。再插次花，次花的高

度不能比主花高。 最后，把绿色的叶子插在

花的四周。 听完老师的介绍，我迫不及待地

开始插花。 我选了一朵最大的黄玫瑰，当成

主花。 浅黄色的花瓣层层包裹着，散发出淡

淡的清香，特别适合当主花，我把它插在了

花泥的正中间。又把小的金黄色的玫瑰插在

了旁边，作为次花。最后，再插了两支尤加利

叶。我的插花就大功告成了！看着我的作品，

我开心极了。 小朋友，你喜欢我的插花吗？

5 月， 是一个花开的季

节，繁花似锦。 我很幸运，参

加了贵阳晚报小记者团 5 月

16 日举办的“我是小小艺术

家” 活动，举办地点是阳光城

望乡。

当天早上， 我们就早早

出发，来到了目的地，活动项

目有插花、制作蛋黄酥等，其

中我最喜欢插花。 因为可以

自由搭配花朵的颜色， 插出

各式各样的花束。 亲爱的小

朋友你想学习插花吗？ 下面

我分享插花的步骤， 希望你

喜欢。

第一步, 我们要先准备

枝叶，五颜六色的花朵，绿色

的吸水海绵， 还有一个粉色

包装盒。

第二步， 把绿色枝叶拿

起,把枝干剪掉一部分，修剪

完， 把花一枝一枝地插进海

绵里， 根据自己的想法组合

成漂亮的花篮。

活动开始了， 我按照自

己的想法插花，插到一半时，

我举手问老师对不对， 老师

赞许地点了点头。 得到老师

认可后， 接着我又插了黄色

的玫瑰、紫色康乃馨、粉色小

花······

这时， 老师反复说：“同

学们，花不能插太多，要让绿

叶衬托花。 ” 可我性子急,不

管三七二十一，把所有的空隙

都插了花，完全没有绿叶的位

置， 把老师说的话忘在了脑

后。

最后我拿起绳子，把粉色

盒子围了起来，打上一个漂亮

的蝴蝶结。 一篮美丽的插花

就做成了。 到了评选环节，老

师走到我面前温柔地说：“小

朋友，你的花太多了，下次要

注意搭配，加油哈!” 我终于

记住了插花并不是花多就好，

就像人吃饭一样讲究荤素搭

配。

插花可真有意思，使我们

更加懂得欣赏美， 学会创造

美。

5月 16日，我们小记者来

到阳光城·望乡，参加“小小艺

术家” 活动。

第一个项目是插花。 老师

先给我们介绍了插花的方法：

要先用枝干在四个角上打底，

然后再插花，还要注意不能插

得太直，高低要各不相同。 到

我们自己插的时候了。 我按照

老师教的方法，在枝干的角上

打底。 然后把花插在正中间。

又来回修剪，花就算插好了。

第二个活动是做蛋黄酥。

要先用面团包好油酥，压扁成

圆形之后放在一边，再把蛋黄

包在豆沙里， 放在油酥的中

间，包好后刷蛋黄，然后撒点

芝麻放入烤箱。 一个像模像样

的蛋黄酥就做好了。

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我

学会了做蛋黄酥和插花，这是

假期我最快乐的时光。

在贵阳晚报老师和阳光

城·望乡叔叔阿姨的精心安排

下，我参加了一次开心的贵阳

晚报小记者团活动。 5 月 16

日，我们坐上开往春天的车，

前往目的地。

一路上，窗外有五颜六色

的花朵， 一条小溪欢快地流

淌， 浪花一朵一朵跳起来欢

呼。 欣赏着美景，不知不觉我

们就来到了目的地。

这次的小记者团活动很

多，有插花、介绍双龙的故事、

做蛋黄酥、寻宝等，其中我最

喜欢的活动是制作蛋黄酥。

在我们动手前，老师先示

范了一次蛋黄酥的制作过程，

并说明了要点。 随后，我们便

在老师的指导下，开始制作蛋

黄酥。

首先把皮压扁，把酥揉圆

后包在皮中， 再把皮压扁卷

起，再压扁卷起一次，然后把

卷对折揉圆。 接下来把莲蓉

包在蛋黄外，再把皮压扁包在

莲蓉外，揉圆，我手中的蛋黄

酥就已经初见雏形了。 最后，

我在蛋黄酥的顶部刷上蛋液，

撒上芝麻，放进烤箱，烤三十

分钟就可以吃了。老师让我们

把蛋黄酥拿回家烤来吃。

我手捧自己做的蛋黄酥

回到家，这才发现我家没有烤

箱，但是我还是想尝一尝自己

做的蛋黄酥，我就拿起没有烤

过的蛋黄酥吃了起来，吃了一

半，被妈妈发现了。 她说：“小

吴同学， 生的东西不能吃，你

真是一只小馋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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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当天，风和日丽，大家乘坐旅游大巴从

老机场路离开老城，穿过包围老城的群山，进入

贵龙大道，豁然开朗，远处是缓坡丘陵，近处是各

个建筑工地和楼盘，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这就

是著名的双龙经济区。双龙经济区位于贵阳的东

面，因为龙洞堡和龙里县而得名。

刚到目的地， 阳光城望乡售楼部的工作人

员，已经准备好了活动场地。

第一个活动是聂老师给大家讲历史。聂老师

给大家介绍了龙洞堡和龙里名称的来历。 原来，

龙洞堡这个名字，跟明朝初期的建文帝有关。 传

说建文帝逃难到这里， 在一个溶洞里住过一夜。

从此，人们就把这个溶洞叫做“见龙洞” 。龙洞堡

是贵阳的东大门，在以前，一直有官兵在这里驻

扎，官兵驻扎的一个营盘，因为在见龙洞附近，大

家习惯叫这个营盘为“龙洞堡” ，后来大家就把

这个地方叫做龙洞堡。 而龙里的得名，是源于龙

架山山脉，其形状像一条龙，龙住的地方，就叫

“龙里” ，有龙归故里的意思，也就是说，这里是

龙的故乡。

聂老师讲完这些， 不但小记者们啧啧称奇，

就连家长们也接连说“涨姿势了” 。

讲完了龙洞堡和龙里名称的来历，聂老师告

诉大家，1935 年春，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后，南下

的时候经过龙里，假装要进攻贵阳，国民党部队

赶紧调动滇军离开云南，前来“保卫” 贵阳，中央

红军趁此机会， 甩开了国民党部队的重重包围。

1949 年 11 月，解放军也是从这里出发，通过图

云关进入贵阳，解放了贵阳。

聂老师说，双龙地区，不仅是贵阳的东大门，

还是贵阳连接江南、 两广和北方的出口通道，也

是西南地区出海的桥头堡， 随着贵州的快速发

展，近 10 年来，这里发生了巨大变化，过去只有

一条荒僻的驿道，现在已经遍布宽敞的公路和桥

梁，龙洞堡机场也在这里，双龙经济区已经成为

贵阳周边的三大开发新区之一。

第二个活动是孩子们最喜欢的手工环节。阳

光城的工作人员客串老师， 教孩子们学做插花。

活动开始前， 这名老师问大家：“玫瑰花代表什

么意思？康乃馨呢？ ” 小记者们回答得很是积极，

得到了老师的表扬。

介绍完花语后，这名老师演示了一遍插花的

技巧，轮到孩子们上阵了，他们试着把各种花儿

摆插在基座上，形成一丛丛绚烂的插花。 家长们

也按捺不住，忍不住帮助孩子，有的甚至亲自上

阵：“这两面长的花是不是感觉太对称了呢？ 不

太自然噢！ ”

第三个活动是小吃货们的福利： 学做蛋黄

酥。小记者们戴上手套，揪下面团，一双双小手搓

得很是起劲。可是，要做好蛋黄酥可没那么容易。

一个男孩看着别人做得快，一心急，面团掉了！还

连着掉了两个，他赶紧捡起来要接着捏，家长连

忙制止：“不要了！掉地上脏了”虽然大家做的形

状大都不完美，但最后经过烘焙师入炉，都变成

了香喷喷的美食。 小记者们拿出自己做的蛋黄

酥，和家长一起分享，大家开心得又蹦又跳。

本次周末课的收官活动是寻宝游戏，小记者

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发挥团队活力，在大家的努

力下，都顺利完成了任务，小记者们都得到了该

有的奖励。

家长们看到孩子高兴，都十分欣慰。 一名家

长说，孩子平时都是一个人在家，难有伙伴玩，动

手能力也不行。加上家中的老人宠溺，难免娇惯。

参加了小记者活动，不禁有了玩伴，还多了责任

感，也学会了分享，变得开朗了许多，以后会让孩

子多参加类似的活动。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学插花、做蛋黄酥、寻宝、了解历史知识······

阳光城里沐阳光 上节快乐周末课

5 月 16 日，贵阳晚报小记者团“行走的课堂”之主题周末课，在双龙临空经济区阳光城望乡举行，活

动主题是“我是小小艺术家” ，25 名小记者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学习插花、做蛋黄酥，贵阳晚报资深记

者聂俊老师还给孩子们讲解当地的历史。 小记者和家长们一起，度过了一个快乐的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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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浓浓蛋黄酥 赤子望乡情

吴鹤怡 实验二小二（3）班

插花

吴松悦 实验二小二（3）班

小小艺术家

何林煜昇 省府路小学四（4）班

第一次插花

李昀谦 环西小学三（4）班

插花艺术家

严康杰 黄花街小学二（1）班

合影

边走边玩

认真插花

做蛋黄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