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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童谣 200 首 歌词整理版 

 

 

《北京童谣》全辑精选收录了长期以来广泛流传在以北京地区

为主、覆盖全国范围的传统民间童谣和儿歌近二百首。  

 

北京童谣 :200 首全辑 (4CD）  

 

在新闻出版总署和中国音像协会举办的“全国第二届优秀文艺

音像制品评选”中荣获大奖，受到专家评委的高度评价。  

 

音乐风格活泼清新、节奏韵律富有动感，其中特别加入的音响

效果，如动物的叫声、风声、雨声、儿童的笑声、老北京叫卖

调等，使这套 CD 更加生动并具有画面感。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广播艺术团的演唱和朗育非常出色，听

起来既有深厚的民族传统韵味、又形象地表现了现代儿童的童

真童趣，同时可以教孩子们学习标准普通话的发音。  

 

CD 中配有一本图文并茂的精美讲解册，每首童谣均附文字和详

细的注解，特别有助于孩子们的学、说、唱、念、和家长、幼

儿老师的辅导教学。  

 

《北京童谣》是我们献给孩子们的一份厚礼，衷心希望孩子们

的歌声中、笑声中增长知识，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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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正月正挂红灯  

 

01.正月正挂红灯  

02.新年来到  

03.九九歌  

04.黄城根儿  

05.正月歌  

06.月亮谣  

07.放风筝  

08.前门楼子高不高  

09.哪屋元宵扑鼻香  

10.正月十五月儿明  

11.买个蒲包瞧干爹  

12.豌豆糕点红点儿  

13.二月二龙抬头  

14.一个毽儿踢两半儿  

15.风筝真好玩儿  

16.拉洋车  

17.年年有个三月三  

18.长个针眼让人家看  

19.卖切糕  

20.中秋节  

21.三轮车  

22.盖洋楼、卖窝头  

23.北京车子真不少  

24.下雨啦  

25.东直门挂着匾  

26.八月十五月亮圆  

27.蓝靛厂  

28.猜拳行令同赏月  

29.北京粥厂  

30.九月九  

31.一阵秋风一阵凉  

32.平地茶园  

33.四牌楼底下卖估衣  

34.飞雪花儿  

-------------------- 

35-平则门拉大弓  

36-腊七儿腊八儿  

37-过了腊八就是年  

38-褡裢儿搭  

39-什不闲儿的鼓  

40-二十三日祭灶王  

41-打什不弦的不害羞  

42-腊月谣  

43-打花巴掌儿呔  

-------------------- 

（二）小小子儿坐门墩儿  

 

01.小小子儿坐门墩儿  

02.小辫儿刘  

03.谁是我的兵  

04.杨树叶儿哗啦啦  

05.狼来儿，虎来了  

06.小板凳儿你莫歪  

07.小摇车  

08.老头儿玩火球  

09.拉大锯，扯大锯  

10.小白菜儿地里黄  

11.树叶儿青  

12.小板凳三条腿  

13.一个小人儿  

14.小红孩儿  

15.小眼睛看景致儿  

16.小小子儿上庙台  

17.丫头丫会看家  

18.有个大姐整十七  

19.大脚大  

20.碑儿头窝窝眼  

21.摇篮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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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小孩应把卫生讲  

23.小五儿，小六儿  

24.槐树底下搭戏台  

25.小秃儿  

26.丫头片儿卖鸡蛋  

27.小小子儿  

28.二姑娘二  

29.催眠曲  

30.剃头的手艺高  

31.分果果、排排坐  

32.金箍噜棒  

33.一个老头儿老太太  

-------------------- 

34-小妞听戏  

35-懒汉懒  

36-胖子胖，打麻将  

37-小胖哥儿玩艺多  

38-鲁班爷锔白塔  

39-秦始皇砌城墙  

40-刘伯温，造北京  

41-苏武牧羊  

42-纸钱飘飘  

43-大都的城门挤炸了边儿  

44-孩儿夺取北京城  

45-迎闯王谣  

46-天上星多月不明  

47-四大徽班谣  

48-林则徐禁鸦片  

49-西太后把国卖  

50-宣统不过两年半  

51-五色旗，没有边儿  

52-假充万岁袁世凯  

53-日本鬼儿  

54-北京民谣  

55-五岳歌  

-------------------- 

 

（三）小耗子儿上灯台  

 

01.小耗子儿上灯台  

02.一个蛤蟆四条腿儿  

03.小白兔白又白  

04.水牛儿  

05.耗子长了一身毛  

06.看金鱼儿  

07.小蝴蝶  

08.尾巴谣  

09.小叭狗儿带铃铛  

10.小白兔去赶集  

11.小耗子儿上灯台  

12.娶了媳妇不要娘  

13.谁会谣  

14.臭蚊子嗡嗡嗡  

15.耗子娶亲  

16.小花猫  

17.小鸽子满天飞  

18.黄狗看家  

19.小喜鹊站树杈  

20.小兔子开铺子  

21.斗虫儿飞  

22.喜鹊喳喳  

23.耳朵歌  

24.高高山上一头牛  

25.喇叭花  

26.五指歌  

27.小蝌蚪  

28.板凳和篇担  

29.西瓜  

30.小狗汪汪叫  

31.点花歌  



4 

4 
 

32.擗白菜  

33.胡萝卜尖儿  

34.红门楼儿  

35.一个枣核大不大  

36.跳皮筋  

37.大头儿大  

38.千条线  万朵花  

39.大姐山上出溜溜  

40.树上叫声高  

41.哥儿俩  

42.说你呆，你不呆  

43.起南来个黑大汉  

44.六字歌  

45.忽听门外人咬狗  

46.什么尖尖尖上天  

 

（四）杨柳青放风筝  

 

01.谁跟我玩儿  

02.杨柳青放风筝  

03.好花儿还是月月红  

04.萤火虫  

05.椿树芽拌豆腐  

06.太阳和月亮  

07.什么虫儿  

08.玲珑塔  

09.大姑娘大  

10.房子里有箱子  

11.连环闷儿  

12.数瓜  

13.三个谜语  

14.猴皮筋儿我会跳  

15.小淘气儿  

16.狮子山上狮山寺  

17.高高山上一棵蒿  

18.蛤蟆谣  

19.墙上挂面鼓  

20.莲花儿灯  

21.万寿山  

22.起南来个黑大汉  

23.有时落在山腰  

24.罗锅子桥  

25.小猫上炕捏饽饽  

26.颠倒歌  

27.一点一横长  

28.小耗子上谷穗儿  

29.燕京八景  

30.小小子胖咕伦墩儿  

31.哥儿俩  

32.高高山上一根藤  

33.东四西单鼓楼前  

34.云彩往东  

35.我唱一谁对一  

36.一盆玫瑰两朵花  

37.清代十八省  

38.大马路宽又宽  

39.说你呆，你不呆  

40.风婆婆  

41.过水面儿  

42.小秃儿上庙台儿  

43.恭王府的墙  

44.二十四节气歌  

45.浇好水，开好花  

46.扇扇子  

47.一园青菜成了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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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正月正挂红灯  

 

============================= 

 

 

01-正月正挂红灯  

 

正月正，大街小巷挂红灯；  

二月二，家家摆席接女儿；  

三月三，蟠桃宫里去游玩；  

四月四，结伴儿去逛隆福寺；  

五月五，白糖粽子送姑母；  

六月六，阴天下雨煮白肉；  

七月七，坐在院中看织女；  

八月八，阜城门内走白塔；  

九月九，观菊喝杯重阳酒；  

十月十，天寒穷人没饭吃；  

冬月中，北海公园去溜冰；  

腊月腊，卖面割肉过年啦。  

 

 

02-新年来到  

 

新年来到，人人欢笑，  

姑娘要花儿，小子要炮，  

老太太要块大年糕，老头要顶新毡帽。  

 

 

03-九九歌  

 

一九、二九，不出手，  

三九、四九，冰上走，  

五九、六九，河边看柳，  

七九河开，八九雁来，  

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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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黄城根儿  

 

皇城根儿，一溜门儿，  

门口站着个小妞儿。  

有个意思儿，白布汗褟蓝布裤子儿，  

耳朵上戴着排环坠儿，头上梳的是大抓髻儿，  

擦着胭脂儿抹着粉儿，谁是我的小女婿儿？  

 

 

05-正月歌  

 

新春正月过大年，吃点喝点解了馋。  

初一饺子初二面，初三合子团团转；  

初四吃米饭，初五的饺子要素馅；  

初六初七需吃鸡，初八初九牛羊肉；  

初十吃顿棒子粥，  

十一吃鱼，十二吃鸭；  

十三围坐吃对虾，十四大碗打卤面；  

十五家家闹元宵，打春要吃春卷炒鸡蛋。  

 

 

06-月亮谣  

 

初一一条线，初二看得见，  

初三初四像镰刀，十五十六大团圆。  

 

 

07-放风筝  

 

姐妹二人到城东，  

二人城东去逛青，捎带着放风筝。  

大姐放的是花蝴蝶，  

二姐放的是活蜈蚣，  

飘飘悠悠起在空，好似一条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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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前门楼子高不高  

 

前门楼子高不高？  

三丈三，六丈六，十丈不够九丈九。  

 

 

09-哪屋元宵扑鼻香  

 

月亮爷，亮堂堂，哪屋元宵扑鼻香？  

嫂嫂屋里吃几个，奶奶床前喝碗汤，  

哥哥元宵我不要，送给隔壁张大娘，  

面对月亮哈哈笑，又是一年春满堂。  

 

 

10-正月十五月儿明  

 

正月十五月儿明，家家户户闹花灯，  

走马灯，凭气转，转出一片好风景，  

三娘推磨脚踢毽儿，吕布大闹凤仪亭，  

孔明手拿羽毛扇，刘备招亲下江东，  

天官赐福加官跳，国泰民安享太平。  

 

 

11-买个蒲包瞧干爹  

 

小大姐，小二姐，你拉风箱我打铁。  

赚了钱，腰里掖，买个蒲包儿瞧干爹。  

干爹戴着红缨帽，干妈穿着高底儿鞋，  

走一步，嘎噔噔，毛蓝裤子鸭蛋青。  

 

 

12-豌豆糕点红点儿  

 

豌豆糕，点红点儿，瞎子吃了睁开眼儿，聋子吃了听得见，  

瘸子吃了丢下拐，秃子吃了长小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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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二月二龙抬头  

 

二月二，龙抬头，天子耕地臣赶牛。  

正宫娘娘来送饭，当朝大臣把种丢。  

春耕夏耘率天下，五谷丰登太平秋。  

 

 

14-一个毽儿踢两半儿  

 

一个毽儿踢两半儿，打花鼓儿，绕花线儿。  

里踢，外拐，八仙，过海，九十九，一百。  

 

 

15-风筝真好玩儿  

 

风筝风筝真好玩儿，春风一刮飘起来。  

大沙燕儿，小屁帘儿，还有悟空戏蜈蚣。  

黑锅底，真爱起，一个跟头折到底！  

 

 

16-拉洋车  

 

拉洋车，好买卖。大爷拉着大奶奶。  

大爷放个屁，蹦得大奶奶二里地，  

二里地，下雹子，单打大奶奶的后脑勺子。  

 

 

17-年年有个三月三  

 

年年有个三月三，王母娘娘庆寿诞，  

各洞神仙来上寿，蟠桃美酒会群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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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长个针眼让人家看  

 

偷人家的针，偷人家的线，  

长个针眼儿让人家看！  

 

 

19-卖切糕  

 

我的儿，我的娇，三年不见长得这么高，  

骑着我的马，拿着我的刀，扛着我的案板卖切糕。  

 

 

20-中秋节  

 

月亮斜，中秋节，吃月饼，供兔爷儿，  

穿新袜，换新鞋，跟奶奶，拉姐姐，上趟前门逛趟街。  

 

 

21-三轮车  

 

三轮车，真时兴，不用脚跑用脚蹬。  

去前门，逛故宫，东便门外蟠桃宫。  

坐三轮，心宽松，不用担心打天秤。  

 

 

22-盖洋楼、卖窝头  

 

我哥有钱盖洋楼，盖在前门五牌楼，  

楼上挂着金字匾，上写“专卖窝窝头”。  

 

 

23-北京车子真不少  

 

北京车子真不少，汽车、三轮儿满街跑，  

电车环行围城转，火车开到前门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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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下雨啦  

 

下雨啦，冒泡啦，老头戴着草帽啦，  

草帽尖，顶着天，草帽圆，当雨伞，  

叠只小船坐里边，飘呀飘呀靠岸边。  

 

 

25-东直门挂着匾  

 

东直门，挂着匾，隔壁就是俄罗斯馆。  

俄罗斯馆，照电影儿，隔壁儿就是四眼井。  

四眼井，不打钟，隔壁就是雍和宫。  

雍和宫，有大殿，隔壁就是国子监。  

国子监，一关门，隔壁就是安定门。  

安定门，一甩手儿，隔壁就是交道口。  

交道口，卖白面，隔壁就是大兴县。  

大兴县，写大字，隔壁就是隆福寺。  

隆福寺，卖古书，隔壁就是四牌楼。  

四牌楼南，四牌楼北，四牌楼底下喝凉水。  

喝凉水，把头抬，隔壁就是钓鱼台。  

钓鱼台，没有人，隔壁就是齐化门。  

齐化门，修铁道，南行被走不绕道。  

 

 

26-八月十五月亮圆  

 

八月十五月亮圆，月亮圆圆像银盘。  

红木桌子金闪闪，西瓜月饼共上边，  

海棠果，红枣鲜，当中摆个大鸭梨，  

红白石榴两边站，手捧甜酒把月拜，  

拜得月亮爷爷心喜欢，银辉朗朗洒满地，  

保咱天下都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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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蓝靛厂  

 

蓝靛厂，四角儿方，宫门口紧对着六朗庄，  

罗锅儿桥怎么那么高，香山跑马好热闹，  

金山银山万寿山，皇上求雨黑龙潭。  

 

 

28-猜拳行令同赏月  

 

荷花未全谢，又到中秋节，  

家家户户把月饼切，庆中秋，美酒多欢乐，  

整杯盘，猜拳行令同赏月。  

 

 

29-北京粥厂  

 

火车一拉笛儿，粥厂就开门儿，  

小孩给一点儿，老太太给粥皮儿，  

擦胭脂抹粉儿的给一盆儿。  

 

 

30-九月九  

 

九月九，好晴天，我拉奶奶上万寿山，  

提黄酒，拿红毡，走到山顶往下观，  

高跷会，什锦幡，南罗小鼓打得全。  

 

 

31-一阵秋风一阵凉  

 

一阵秋风一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  

严霜单打独根草，蚂蚱死在草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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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平地茶园  

 

平地茶园，雨来就散，刮风减半，下雪全完。  

 

 

33-四牌楼底下卖估衣  

 

四牌楼东，四牌楼西，四牌楼底下卖估衣；  

四牌楼西，四牌楼东，四牌楼底下卖花生；  

四牌楼南，四牌楼北，四牌楼底下卖凉水；  

四牌楼北，四牌楼南，四牌楼底下卖大盐。  

 

34-飞雪花儿  

 

出了门儿，阴了天儿，抱着肩儿，进茶馆儿，靠炉台儿，  

找个朋友寻俩钱儿。  

出茶馆儿，飞雪花儿，老天爷净和穷人闹着玩儿。  

 

 

35-平则门拉大弓  

 

平则门，拉大弓，过去就是朝天宫。  

朝天宫，写大字，过去就是白塔寺。  

白塔寺，挂红袍，过去就是马市桥。  

马市桥，跳三跳，过去就是帝王庙。  

帝王庙，摇葫芦，过去就是四牌楼。  

四牌楼东，四牌楼西，四牌楼底下卖估衣。  

打个火儿，抽袋儿烟，过去就是毛家湾儿。  

毛家湾儿，扎根儿刺，过去就是护国寺。  

护国寺，卖大豆，过去就是新街口。  

新街口，卖冰糖，过去就是蒋养房。  

蒋养房，卖烟袋，过去就是王奶奶。  

王奶奶，肯西瓜皮，过去就是火药局。  

火药局，卖钢针，过去就是北城根儿。  

北城根儿，穷人多，草房破屋赛狗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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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腊七儿腊八儿  

 

腊七儿腊八儿，冻死寒鸭；  

腊八儿腊九儿，冻死小狗；  

腊九儿腊十儿，冻死小人儿。  

 

 

37-过了腊八就是年  

 

小孩儿小孩儿你别馋，  

过了腊八就是年。  

腊八粥喝几天，  

沥沥拉拉二十三。  

二十三，糖花粘，  

二十四，扫房日，  

二十五，炸豆腐，  

二十六，炖羊肉，  

二十七，宰公鸡，  

二十八，把面儿发，  

二十九，蒸馒头，  

三十儿晚上闹一宿，  

大年初一扭一扭。  

 

 

38-褡裢儿搭  

 

褡裢儿搭，褡裢儿搭，  

我和褡裢做亲家，  

亲家的姑娘会梳头，  

一梳梳到麦子熟，  

麦子磨成面，芝麻磨成油，  

黄瓜上了架，茄子打滴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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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什不闲儿的鼓  

 

什不闲儿的鼓，  

什不闲儿的锣，  

一群小孩唱秧歌，  

唱得好来别说好，  

唱得不好听的打锣！  

 

 

40-二十三日祭灶王  

 

两支蜡，一股香，二十三日祭灶王。  

一碟草料一碗水，泼在地下上天堂。  

面对灶王把头叩，爆竹三声响叮当，  

上天多多言好事，回来给你关东糖。  

 

 

41-打什不弦的不害羞  

 

打什不弦的不害羞，挑着担子满街溜。  

南京收了南京去；北京收了北京游。  

南北二京都不去，汴梁城里度春秋。  

 

 

42-腊月谣  

 

小年腊月二十三，灶王爷上天糖瓜粘；  

腊月二十四，清肚需吃素；  

腊月二十五，吃鱼为大补；  

腊月二十六，备年炖大肉；  

腊月二十七，快刀宰公鸡；  

腊月二十八，馒头白面发；  

腊月二十九，顺心多吃藕；  

腊月三十过大年，大盘饺子庆团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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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打花巴掌儿呔  

 

打花巴掌儿呔，  

正月正，老太太爱逛莲花儿灯。  

烧着香儿呀捻纸捻儿呀，  

茉莉茉莉花儿呀，串枝莲呀，江西腊呀海棠花呀。  

打花巴掌儿呔，  

二月二，老太太爱吃白糖棍儿。  

烧着香儿呀捻纸捻儿呀，  

茉莉茉莉花儿呀，串枝莲呀，江西腊呀海棠花呀。  

打花巴掌儿呔，  

三月三，老太太爱抽关东烟。  

烧着香儿呀捻纸捻儿呀，  

茉莉茉莉花儿呀，串枝莲呀，江西腊呀海棠花呀。  

打花巴掌儿呔，  

四月四，老太太吃鱼不摘刺。  

烧着香儿呀捻纸捻儿呀，  

茉莉茉莉花儿呀，串枝莲呀，江西腊呀海棠花呀。  

打花巴掌儿呔，  

五月五，老太太爱吃烤白薯。  

烧着香儿呀捻纸捻儿呀，  

茉莉茉莉花儿呀，串枝莲呀，江西腊呀海棠花呀。  

打花巴掌儿呔，  

六月六，老太太爱吃白煮肉。  

烧着香儿呀捻纸捻儿呀，  

茉莉茉莉花儿呀，串枝莲呀，江西腊呀海棠花呀。  

打花巴掌儿呔，  

七月七，老太太爱吃炖公鸡。  

烧着香儿呀捻纸捻儿呀，  

茉莉茉莉花儿呀，串枝莲呀，江西腊呀海棠花呀。  

打花巴掌儿呔，  

八月八，老太太爱吃面甜瓜。  

烧着香儿呀捻纸捻儿呀，  

茉莉茉莉花儿呀，串枝莲呀，江西腊呀海棠花呀。  

打花巴掌儿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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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九，老太太爱吃莲花藕。  

烧着香儿呀捻纸捻儿呀，  

茉莉茉莉花儿呀，串枝莲呀，江西腊呀海棠花呀。  

打花巴掌儿呔，  

十月十，老太太吃饭不择食。  

烧着香儿呀捻纸捻儿呀，  

茉莉茉莉花儿呀，串枝莲呀，江西腊呀海棠花呀。  

 

 

 

（二）小小子儿坐门墩儿  

 

============================= 

 

 

01-小小子儿坐门墩儿  

 

小小子儿坐门墩儿，  

哭着喊着要媳妇儿。  

要媳妇儿干嘛？  

点灯，说话儿，吹灯，作伴儿，  

早上起来梳小辫儿。  

 

 

02-小辫儿刘  

 

小辫儿刘，蒸窝头，半拉生，半拉熟。  

熬白菜，不搁油，吐口唾沫当香油，  

爸爸给他俩砖头。  

 

 

03-谁是我的兵  

 

谁是我的兵，跟我走。  

不是我的兵，拿屁崩，崩两半，换取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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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杨树叶儿哗啦啦  

 

杨树叶儿哗啦啦，小孩睡觉找妈妈。  

搂搂抱抱快睡吧，麻猴子来了我打它！  

 

 

05-狼来儿，虎来了  

 

狼来了，虎来了，和尚背着鼓来了。  

哪里藏，庙里藏，一藏藏出个小二郎。  

二郎二郎你别哭，  

狼走了，虎走了，集上给你买花鼓，  

东也敲，西也敲，敲得乖乖睡着了。  

 

 

06.小板凳儿你莫歪  

 

小板凳儿你莫歪，让我爹爹坐下来，  

我替爹爹捶捶背，爹爹叫我乖宝贝。  

 

 

07.小摇车  

 

小摇车，别摇了，小妹在车里睡着了，  

不送你针，不送你线，  

不送你火烧煮鸡蛋，送你根头绳扎小辫儿。  

 

 

08-老头儿玩火球  

 

老头儿老头，玩火球儿，烫了屁股抹香油，  

老头儿老头，玩火炭儿，烫了屁股抹鸡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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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拉大锯，扯大锯  

 

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唱大戏。  

接闺女，请女婿，小外孙子也要去。  

今儿搭棚，明儿挂彩，  

羊肉包子往上摆，不吃不吃吃二百。  

 

 

10-小白菜儿地里黄  

 

小白菜儿地里黄，七八岁儿离了娘，  

好好跟着爹爹过，又怕爹爹娶后娘，  

养了个兄弟比我强，他吃菜，我喝汤，  

哭哭啼啼想亲娘。  

 

 

11-树叶儿青  

 

树叶儿青，呀呀儿英，我跟姐姐过一冬。  

姐姐盖着花花被，妹妹盖着羊皮睡。  

姐姐穿着绸子袄，妹妹穿着破皮袄。  

姐姐戴着金簪子，妹妹戴着竹圈子。  

姐姐骑着高头马，妹妹骑着树喀杈。  

姐姐抱着个银娃娃，妹妹抱着个癞蛤蟆。  

走一步来咕儿呱咕儿呱又咕儿呱。  

 

 

12-小板凳三条腿  

 

小板凳，三条腿儿，我给奶奶嗑瓜子儿。  

奶奶嫌我脏，我给奶奶煮面汤，  

面汤不搁油，我给奶奶磕三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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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一个小人儿  

 

一个小人儿不大点儿，  

身穿蓝布杉儿，骑着小红马儿，  

手拿火柴杆儿，单扎你的小鼻子眼儿。  

 

 

14-小红孩儿  

 

小红孩儿，戴红帽儿，  

四个耗子抬红轿儿。  

花猫打灯笼，黄狗来喝道，  

一喝喝到城隍庙，把个城隍老爷吓一跳。  

 

 

15-小眼睛看景致儿  

 

小眼睛看景致儿，小鼻子闻香气儿，  

小耳朵听好音儿，小嘴巴吃奶皮儿。  

 

 

16-小小子儿上庙台  

 

小小子儿，上庙台儿，摔个跟头捡个钱儿，  

又打油，又买盐，又娶媳妇又过年。  

 

 

17-丫头丫会看家  

 

丫头丫，会看家，偷老米，换芝麻，  

芝麻细，油炸蜜，枣儿糕，热火烧，撑得丫头叫姥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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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有个大姐整十七  

 

有个大姐整十七，过了四年二十一，  

寻个丈夫才十岁，她比丈夫大十一，  

一天井台去打水，一头高来一头低，  

不看公婆待我好，把你推到井里去！  

 

 

19-大脚大  

 

大脚大，大脚大，阴天下雨不害怕，  

大脚好，大脚好，阴天下雨摔不倒。  

 

 

20-碑儿头窝窝眼  

 

碑儿头窝窝眼，吃饭挑大碗，  

给他小碗他不要，给他大碗他害臊。  

 

 

21-摇篮摇  

 

摇摇摇，摇摇摇，摇大宝宝砍柴烧，  

一天砍一捆，三天砍一挑，  

摇摇摇，摇摇摇，宝宝睡好觉，醒醒笑一笑。  

 

 

22-小孩应把卫生讲  

 

街上铜锣响当当，卖的东西样样香，  

小孩应把卫生讲，别在大街买着尝，  

冷一口，热一口，吃得肚子真难受，  

真难受，疾病生，爸爸妈妈多心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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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小五儿，小六儿  

 

小五儿，小六儿，两人一起炒豆儿。  

小五爱上高，一爬爬到柳树梢，  

柳树梢，枝儿软，摔得小五儿翻白眼。  

小六儿，真淘气，戴上胡子学唱戏；  

唱干了嗓子喝热汤，烫得小六儿直叫娘。  

 

 

24-槐树底下搭戏台  

 

槐树槐，槐树槐，槐树底下搭戏台。  

人家姑娘都来了，我的姑娘还不来，  

说着说着就来了，骑着驴，打着伞，光着屁股挽着纂儿。  

 

 

25-小秃儿  

 

小秃儿，咧咧列，南边打鼓是你爹，  

你爹戴着红樱儿帽，你妈穿着乍板儿鞋，  

走一步，趿拉拉，十个脚趾头露着仨！  

 

 

26-丫头片儿卖鸡蛋  

 

丫头片儿，卖鸡蛋儿。  

吆喝一声就拐弯儿，仨买俩儿，不打价儿。  

 

 

27-小小子儿  

 

小小子儿，有意思儿，打开龙凤门儿，  

搬桌子儿，设椅子儿，摆上几碟干果子儿，  

核桃瓤儿，杏子仁儿，圆圆荔枝剥了皮儿，  

大红花，插白果儿，哼 !哈 !杂样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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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二姑娘二  

 

二姑娘二，二姑娘二，  

二姑娘出门子给我个信儿，  

搭大棚，贴喜字儿，娶亲太太耷拉翅儿，  

八团褂子大开气儿，四轮马车双马对儿，  

箱子匣子都是我的事儿。  

 

 

29-催眠曲  

 

噢，噢，别闹了，宝宝合眼睡觉了，  

狼来了，狗来了，猫儿背着猴来了，  

猫也睡，猴也睡，耗子吓得不喘气儿。  

 

 

30-剃头的手艺高  

 

剃头的，手艺高，不用剪子不用刀，  

一根一根往下薅！疼得小二叫姥姥。  

 

 

31-分果果、排排坐  

 

分果果，吃果果，大的给奶奶，小的留给我。  

排排坐，吃果果，你一个，我一个，妹妹睡了留一个。  

 

 

32-金箍噜棒  

 

金箍噜棒，烧热炕，爷爷打鼓奶奶唱，  

一唱唱到大天亮，养活孩子没地方放，  

一放放到锅台上，吱儿吱儿喝米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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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一个老头儿老太太  

 

一个老头儿，老太太，两人一同逛北海，  

老头背着老太太，掉到海里上不来。  

 

 

34-小妞听戏  

 

大姆哥，二姆弟，钟鼓楼，护国寺，  

小妞妞爱听戏，一听听到太阳西。  

 

 

35-懒汉懒  

 

懒汉懒，织毛毯，  

毛毯织不齐，就去学编席；  

编席编不紧，就去学磨粉；  

磨粉磨不细，就去学唱戏；  

唱戏不合辙，就去学开车；  

开车跑得慢，只好吃白饭，  

白饭吃不成，懒汉苦一生。  

 

 

36-胖子胖，打麻将  

 

胖子胖，打麻将，  

该人家钱，不还帐，气的胖子直尿炕。  

 

 

37-小胖哥儿玩艺多  

 

小胖儿哥，玩艺多儿，搬不倒儿，婆婆车，  

风刮燕儿，一大串儿，冰糖葫芦夹果馅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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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鲁班爷锔白塔  

 

白塔寺，有白塔，塔上有砖没有瓦。  

塔台儿上裂了一道缝，鲁班爷下来锔了塔。  

 

 

39-秦始皇砌城墙  

 

秦始皇，砌城墙，  

墙头儿矮，磴儿窄，挡着靼子过不来。  

 

 

40-刘伯温，造北京  

 

刘伯温，造北京，造了一座哪咤城；  

里九外七皇城四，前门楼子在正中。  

 

 

41-苏武牧羊  

 

苏武留胡节不辱，雪地又冰天，羁旅十九年，  

渴饮血，饥吞毡，牧羊北海边。  

 

 

42-纸钱飘飘  

 

纸钱飘飘，民人嗷嗷，  

纸钱摇摇，民人嚎嚎，  

纸钱飞上天，民人死的堆成山。  

 

 

43-大都的城门挤炸了边儿  

 

清明佳节三月天，毛帅打到漷州间，  

前站刚到枣林地，大都的城门挤炸了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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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孩儿夺取北京城  

 

孩儿军师孩儿兵，孩儿攻城管教赢，  

只消出了孩儿阵，孩儿夺取北京城。  

 

 

45-迎闯王谣  

 

盼星星，盼月亮，盼望闯王出主张。  

不当差，不纳粮，大家快活过一场，  

金江山，银江山，闯王江山不纳捐；  

吃他娘，穿他娘，吃穿不够有闯王。  

 

 

46-天上星多月不明  

 

天上星多月不明，地下坑多路不平，  

河中鱼多搅浑水，世上官多不太平 ! 

 

 

47-四大徽班谣  

 

三庆的轴子，四喜的曲子，  

和春的把子，春台的孩子。  

 

 

48-林则徐禁鸦片  

 

林则徐，禁鸦片，焚烟土，在海边，  

开大炮，打洋船，吓得鬼子一溜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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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西太后把国卖  

 

西太后，真不赖，腿儿长，跑得快，  

长安一住把国卖，赔钱数不清，卖地好大块儿。  

 

 

50-宣统不过两年半  

 

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两年半，  

今年猪吃羊，明年种地不纳粮。  

 

 

51-五色旗，没有边儿  

 

五色旗，没有边，  

袁世凯，没几天。  

 

 

52-假充万岁袁世凯  

 

钟楼高，鼓楼矮，  

假充万岁袁世凯，  

铜子改老钱，  

铁棍打老袁。  

 

 

53-日本鬼儿  

 

日本鬼儿，喝凉水儿，  

坐火车，压断腿儿，  

坐轮船，沉了底儿，  

坐飞机，摔个死儿，  

露露头，挨枪子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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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北京民谣  

 

日本人不缴枪，物价还是往上涨，  

大汉奸有保障，改头换面把官当。  

 

 

55-五岳歌  

 

东岳泰山曰岱宗，嵩山中岳在登封。  

华山西岳华阴县，南岳衡山北岳恒。  

 

 

 

（三）小耗子儿上灯台  

 

============================= 

 

01-小耗子儿上灯台  

 

小耗子儿，上灯台；  

偷油吃，下不来，  

“吱儿吱儿”叫奶奶，  

奶奶也不来，叽里咕噜滚下来！  

 

 

02-一个蛤蟆四条腿儿  

 

一个蛤蟆四条腿儿，  

两只眼睛一张嘴儿，  

（咕儿呱咕儿呱）  

扑嗵一声跳下水儿。  

两个蛤蟆八条腿儿，  

四只眼睛两张嘴儿，  

（咕儿呱咕儿呱）  

扑嗵、扑嗵跳下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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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小白兔儿白又白  

 

小白兔儿，白又白，  

两只耳朵竖起来，  

爱吃萝卜爱吃菜，  

跑起路来真叫快。  

 

 

04-水牛儿  

 

水牛儿，水牛儿，  

先出犄角后出头呦哎，  

你爹你妈！给你买来烧羊肉，  

你不吃，你不喝，就让老猫叼去喽。  

 

 

05-耗子长了一身毛  

 

快来看，快来看！黑鸡下了白鸡蛋，  

快来瞧，快来瞧！耗子长了一身毛。  

 

 

06-看金鱼儿  

 

小妹妹，上公园儿，  

看金鱼儿，真好玩儿，  

黄嘴巴，黑嘴唇儿，大红尾巴是花裙儿。  

 

 

07-小蝴蝶  

 

小蝴蝶，穿花衣，飞到东，鸡吃你，  

飞到西，猫抓你，飞到我的手心儿里，  

说了话，放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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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尾巴谣  

 

什么尾巴长？什么尾巴短？什么尾巴像把伞？  

狗的尾巴长，兔子的尾巴短，松鼠的尾巴像把伞。  

什么尾巴弯？什么尾巴扁？什么尾巴 好看？  

公鸡尾巴弯，鸭子尾巴扁，孔雀的尾巴 好看。  

 

 

09-小叭狗儿带铃铛  

 

小叭狗儿，带铃铛，稀哩哗棱到集上。  

买个桃儿，桃有毛儿，  

买个杏儿，杏又酸儿，买个沙果面蛋蛋。  

小叭狗儿，上南山，  

拾大米，捞干饭。  

爹一碗，娘一碗，气的叭狗儿白瞪眼。  

 

 

10-小白兔去赶集  

 

小白兔，去赶集，拿着辣子当鸭梨，  

咬一口，怪辣的，以后再也不买带把的。  

 

 

11-小耗子儿上灯台  

 

小耗子儿，上灯台；  

偷油吃，下不来。  

“吱儿吱儿哇哇”叫奶奶，  

叫奶奶，叫不应，  

叫不应，拿屁崩，崩的两只小眼红瞪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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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娶了媳妇不要娘  

 

小喜鹊儿，尾巴长，娶了媳妇不要娘，  

小喜鹊儿，叫喳喳，娶了媳妇不要妈。  

 

 

13-谁会谣  

 

谁会飞？鸟会飞。鸟儿，鸟儿怎样飞？  

扑扑翅膀去又回。  

谁会游？鱼会游。鱼儿，鱼儿怎样游？  

摇摇尾巴调调头。  

谁会跑，马会跑。马儿，马儿怎样跑？  

四脚离地身不摇。  

谁会爬？虫会爬。虫儿，虫儿怎样爬？  

许多脚儿一起爬。  

谁会走，人会走。请问人是怎样走？  

两脚移动摆双手。  

 

 

14-臭蚊子嗡嗡嗡  

 

臭蚊子，嗡，嗡，嗡。又咬人，又传染病，  

我们要把蚊子打干净。  

臭水坑，要掏清，翻盆倒罐讲卫生，  

从此蚊子不能生。  

 

 

15-耗子娶亲  

 

嘟嘟哇，嘟嘟哇，耗子娶亲来到啦。  

八个耗子抬花轿，两个耗子放鞭炮，  

四只耗子吹鼓手，嘟嘟哇哇真热闹。  

耗子姐姐去送亲，耗子大妈迎花轿，  

老猫闻听来贺喜，一口一个都吃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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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小花猫  

 

小花猫，上河西，扯花布，做花衣。  

不要你金，不要你银，要你花轿来抬人，  

四个吹，四个打，四个骡子，四匹马，  

咦哩哇喇抬到家。  

 

 

17-小鸽子满天飞  

 

小鸽子，满天飞，  

飞到张家房，张家姐姐喂高粱；  

飞到李家坡，李家大娘给水喝；  

飞到刘家院，下了两个小鸽蛋，  

刘家大哥搭个窝，孵出两个小鸽鸽。  

 

 

18-黄狗看家  

 

黄狗黄狗你看家，我到南山采棉花，  

一朵棉花没采到，我的亲家又来啦。  

亲家亲家会擀面 , 擀到锅里团团转，  

公一碗，婆一碗，案板底下藏一碗，  

猫儿过来舔舔碗，狗儿过来砸了碗，  

耗子过来吱儿吱儿爬上碗。  

 

 

19-小喜鹊站树杈  

 

小喜鹊，站树杈，  

开口叫，喳！喳！喳！  

姐姐种菜妹种瓜，哥哥插柳我栽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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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小兔子开铺子  

 

小兔子，开铺子，  

一张小桌子，两把小椅子，  

三根小绳子，四只小匣子，  

五管小笛子，六条小棍子，  

七个小盘子，八颗小豆子，  

九本小册子，十双小筷子。  

 

 

21-斗虫儿飞  

 

斗虫儿斗虫儿飞  虫儿拉屎一大堆！  

大虫儿往家跑  小虫儿后头追！  

 

 

22-喜鹊喳喳  

 

喜鹊喳喳进了宅，早报喜，晚报财。  

晌午饭，有人来。  

 

 

23-耳朵歌  

 

什么耳朵长？什么耳朵短？什么耳朵遮着脸？  

驴的耳朵长，马的耳朵短，大象的耳朵遮着脸。  

什么耳朵尖？什么耳朵圆？什么耳朵听得远？  

猫的耳朵尖，猴的耳朵圆，狗的耳朵听得远。  

 

 

24-高高山上一头牛  

 

高高山上一头牛，尾巴长在屁股后，  

四个蹄子分八瓣，脑袋长在脖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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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喇叭花  

 

喇叭花，爬篱笆，爬到高处吹喇叭，  

哒哒嘀，嘀哒哒 ! 小孩儿，小孩儿，该起啦。  

 

 

26-五指歌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  

老虎打不到，到打到小松鼠，  

松鼠有几个？让我数一数，  

数来又数去，一、二、三、四、五！  

 

 

27-小蝌蚪  

 

小蝌蚪，像黑豆，成群结队河中游。  

慌慌忙忙哪里去，我要和你交朋友。  

小蝌蚪，摇摇头，转眼就把尾巴丢。  

我要变成小青蛙，游到田里保丰收。  

 

 

28-板凳和篇担  

 

板凳宽，扁担长，  

扁担绑在板凳上，  

板凳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  

扁担偏要扁担绑在板凳上。  

 

 

29-西瓜  

 

西瓜西瓜圆又圆，红壤儿黑籽在里面，  

打来井水镇一镇，吃到嘴里凉又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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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小狗汪汪叫  

 

小狗汪汪叫，门外谁来到？开门看，是姥姥。  

姥姥笑，把倒茶，茶香，放糖，糖甜，买面，  

买来白面擀面汤，姥姥一顿吃个光。  

 

 

31-点花歌  

 

点、点，点杏花，收了杏，吃菜瓜。  

点、点，点桃花，收了桃，吃甜瓜。  

点、点，点荷花，来了耦，吃西瓜。  

点、点，点梅花，下大雪，吃糖瓜。  

 

 

32-擗白菜  

 

擗呀，擗呀，擗白菜呀，  

大车拉呀，小车卖呀，卖了钱给奶奶；  

奶奶做了一双花儿鞋，耗子咬半截；  

东屋追，西屋追，追得耗子拉拉尿；  

东屋赶，西屋赶，赶得耗子白瞪眼；  

东屋截，西屋截，截得耗子叫亲爷。  

 

 

33-胡萝卜尖儿  

 

胡萝卜尖儿，跳花山儿，花山后，驴推磨，  

狼抱柴，狗烧火，兔子上炕捏饽饽，  

你一个，我一个，  

花猫呐？上树了。树呐？锹刨了。  

锹呐？换枣吃了。枣核儿呐？水冲跑了。  

水呐？和泥了。泥呐？砌墙了。  

墙呐？猪拱了。猪呐？剥皮了。  

皮呐？粘鼓了。鼓呐？小孩打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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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红门楼儿（舌头）  

 

红门楼儿，白门楷儿，里面住着个小红孩儿。  

 

 

35-一个枣核大不大（灯）  

 

一个枣核大不大？一间屋子盛不下。  

一个枣核小不小？一间屋子盛不了。  

 

 

36-跳皮筋  

 

小皮球，香蕉梨，马兰开花二十一，  

二五六，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  

三五六，三五七，三八，三九，四十一，………  

九五六，九五七，九八，九九，一百一！  

 

 

37-大头儿大（鼻子）  

 

大头儿大，大头儿大，人人大头儿都朝下，  

不信回家问你妈，你妈大头儿也朝下。  

 

 

38-千条线万朵花  

 

千条线，万条线，落到水里就不见。  

千朵花，万朵花，落到水里找不着它。  

 

 

39-大姐上出溜溜（蛇、刺猬、啄木鸟、猫）  

 

大姐上山出溜溜，二姐下山滚绣球，  

三姐磕头梆子响，四姐洗脸不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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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树上叫声高（蝉）  

 

有翅没有毛，爬得高又高，  

不吃粮和菜，树上叫声高。  

 

 

41-哥儿俩（筷子、鞋子）  

 

哥儿俩一边儿高，出门就摔跤；  

哥儿俩一边儿大，出门就打架；  

 

 

42-说你呆，你不呆（不倒翁）  

 

说你呆，你真呆，胡子一大把，样子像小孩。  

说你呆，你不呆，把你推一推，你又歪一歪；  

要你躺下去，你又站起来。  

 

 

43-起南来个黑大汉  

 

起南来个黑大汉，头上插着两把扇，  

走一步，扇一扇，阿弥陀佛好热天。  

 

 

44-六字歌  

 

一二三四五六，妈妈上集买牛，  

一个头，两个角，三花脸，  

四只脚，五花大肚皮，六月做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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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忽听门外人咬狗  

 

忽听门外人咬狗，举起门来拉开手，  

拾起狗来打砖头，又让砖头咬了手，  

骑了轿子抬了马，吹起鼓来打喇叭。  

 

 

46-什么尖尖尖上天  

 

“什么尖尖尖上天？什么尖尖在水边？  

什么尖尖街上卖？什么尖尖姑娘前？”  

“宝塔尖尖尖上天，菱角尖尖在水边，  

粽子尖尖街上卖，花针尖尖姑娘前。”  

“什么圆圆圆上天？什么圆圆在水边？  

什么圆圆街上卖？什么圆圆姑娘前？”  

“太阳圆圆圆上天，荷叶圆圆在水边，  

烧饼圆圆街上卖，镜子圆圆姑娘前。”  

“什么方方方上天？什么方方在水边？  

什么方方街上卖？什么方方姑娘前？”  

“风筝方方方上天，丝网方方在水边，  

豆腐方方街上卖，手巾方方姑娘前。”  

“什么弯弯弯上天？什么弯弯在水边？  

什么弯弯街上卖？什么弯弯姑娘前？”  

“月亮弯弯弯上天，白藕弯弯在水边，  

黄瓜弯弯街上卖，木梳弯弯姑娘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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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杨柳青放风筝  

 

============================= 

 

 

01-谁跟我玩儿  

 

谁跟我玩儿，打火镰儿。  

火镰花儿，卖甜瓜。  

甜瓜苦，卖豆腐。  

豆腐烂，摊鸡蛋。  

鸡蛋鸡蛋磕磕，里面坐个哥哥。  

哥哥出来买菜，里面坐个奶奶。  

奶奶出来烧香，里面坐个姑娘。  

姑娘出来点灯，烧了鼻子眼睛。  

 

 

02-杨柳青放风筝  

 

杨柳青，放风筝；  

杨柳活，抽陀螺；  

杨柳黄，踢毽儿忙。  

 

 

03-好花儿还是月月红  

 

三岁小孩儿会栽葱，一栽栽到路当中，  

过路的人儿别伸手，让它开花结石榴，  

石榴肚里一棵葱，早晨开花细蓬蓬，  

开花开到二三月，菊花儿开到九月终，  

荷花开夏月，牡丹伴春风，好花儿还是月月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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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萤火虫  

 

萤火虫，夜夜红，  

半夜爬起点灯笼；  

灯笼低，杀只鸡，  

鸡肚长，杀只羊，  

羊角弯，弯上天，  

天上星星闪又闪，  

好象满天萤火虫。  

 

 

05-椿树芽拌豆腐  

 

小椿树，棒芽黄，  

掐了棒芽香又香，  

炒鸡蛋，拌豆腐，  

又鲜又香你尝尝。  

 

 

06-太阳和月亮  

 

太阳下山岗，月亮升天上。  

太阳和月亮，天天捉迷藏。  

月亮向西行，太阳从东上。  

太阳追月亮，总是追不上。  

 

 

07-什么虫儿  

 

什么虫儿空中飞？  

什么虫儿树上叫？  

什么虫儿路边爬？  

什么虫儿草里跳？  

蜻蜓空中飞，知了树上叫，蚂蚁路边爬，蚂蚱草里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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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玲珑塔  

 

玲珑塔，塔玲珑，  

玲珑宝塔十三层。  

塔前有座庙，庙内有老僧，  

老僧当方丈，徒弟有六名。  

一个叫青头楞，一个叫愣头青，  

一个是僧僧点，一个是点点僧，  

一个是奔葫芦把，一个是把葫芦奔。  

青头楞会打磬，愣头青会捧笙，  

僧僧点会吹管，点点僧会撞钟，  

奔葫芦把会说法，把葫芦奔会念经。  

 

 

09-大姑娘大  

 

大姑娘大，二姑娘二，  

大姑娘出门子给我个信儿，  

搭大棚，贴喜字儿，  

牛角灯笼二十对儿。  

娶亲太太俩把儿头，送亲太太耷拉翅儿。  

 

 

10-房子里有箱子  

 

房子里有箱子，箱子里有匣子，  

匣子里有盒子，盒子里有镯子，  

镯子外有盒子，盒子外有匣子，  

匣子外有箱子，箱子外有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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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连环闷儿  

 

闷儿，闷儿，两头不着地儿——尜 (ga)。  

你说尜，就是尜，里长骨头外长牙——锉。  

你说锉，就是锉，忽忽悠悠往下落——雪。  

你说雪，就是雪，半拉木头半拉铁——枪。  

你说枪，就是枪，打完这帮打那帮——弹棉车。  

你说车，就是车，光走平道不走坡——船。  

你说船，就是船，两头着地中间悬——桥。  

你说桥，就是桥，里长骨头外长毛——狗。  

你说狗，就是狗，从东出来往西走——太阳。  

 

 

12-数瓜  

 

西瓜圆，丝瓜长，黄瓜有刺南瓜光。  

苦瓜青青味道苦，甜瓜好吃喷喷香。  

玉兰瓜儿白胖胖，黄金瓜色金黄黄。  

打瓜肉，籽儿多，冬瓜脸上摸白霜。  

 

 

13-三个谜语（花生、眼睛、萝卜）  

 

麻屋子，红帐子，里面睡个白胖子。  

上边毛，下边毛，中间藏着颗葡萄。  

红公鸡，绿尾巴，一头钻在泥底下；  

 

 

14-猴皮筋儿我会跳  

 

猴皮筋儿我会跳，  

三反运动我知道，  

反贪污，反浪费，官僚主义也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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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小淘气儿  

 

小淘气儿，跳钻钻，  

脑瓜上梳着个小腊千儿，  

一年学了八宗艺，撞钟、踢球、打秋千。  

 

 

16-狮子山上狮山寺  

 

狮子山上狮山寺，  

山寺门前四狮子。  

山寺是禅寺，狮子是石狮。  

狮子看守狮山寺，  

禅寺保护石狮子。  

 

 

17-高高山上一棵蒿  

 

高高山上一棵蒿，  

什么人打水，什么人浇，浇来浇去一棵树。  

树根底下搭石桥，  

石桥底下一溜沟，  

弯弯扭扭到通州。  

通州买卖真好做，  

烧饼果子一大摞。  

 

 

18-蛤蟆谣  

 

蛤蟆，蛤蟆跳嗒嗒，  

青草池塘是你家，  

月夜齐声叫呱呱，  

不叫爸爸叫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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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墙上挂面鼓  

 

墙上挂面鼓，鼓上画老虎，  

老虎抓破鼓，拿块布来补，  

到底是布补鼓，还是鼓补布。  

 

 

20-莲花儿灯  

 

莲花儿灯，莲花儿灯，今儿点明儿个扔，  

灯笼会，灯笼会，灯笼烧了回家睡。  

 

 

21-万寿山  

 

罗锅儿桥，万寿山，  

镇海铜牛在上边，  

卖豆腐脑儿的，  喝喝连连在海淀。  

 

 

22-起南来个黑大汉  

 

起南来个黑大汉，头上插着两把扇，  

走一步，扇一扇，阿弥陀佛好热天。  

 

 

23-有时落在山腰  

 

有时落在山腰，有时挂在树梢，  

有时像面圆镜，有时像把镰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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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罗锅子桥  

 

罗锅子桥，罗锅子桥，  

一磴儿倒比一磴儿高，  

灯笼闸草水皮儿上漂，  

银鱼儿咬着金鱼儿尾，  

大肚子蛤蟆桥边坐，  

哇儿呱哇儿呱叫声高。  

 

 

25-小猫上炕捏饽饽  

 

羊，羊，羊！跳花墙，  

花墙破，驴推磨，猪挑柴，狗弄火，小猫上炕捏饽饽。  

 

 

26-颠倒歌  

 

南北大街东西走，十字街头人咬狗，  

拿起狗来砍砖头，倒被砖头咬了手，  

有个老头才十九，喝着藕来就着酒，  

从小没见过这宗事，三轮拉着火车走。  

 

 

27-一点一横长（高）  

 

一点一横长，口字在中央，大口张着嘴，小口里边藏。  

 

 

28-小耗子儿上谷穗儿  

 

小耗子儿上谷穗儿，  

掉下来，没了气儿，  

大耗子哭，二耗子叫，  

一对儿蛤蟆来吊孝，咕儿呱儿好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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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燕京八景  

 

琼岛春阴，西山晴雪，  

太液秋风，卢沟晓月，  

居庸叠翠，蓟门烟树，  

金台夕照，玉泉趵突。  

 

 

30-小小子胖咕伦墩儿  

 

小小子胖咕伦墩儿，  

胳膊上戴着付金镯子，  

身穿红袄绿裤子，  

头上梳着个歪毛儿，  

一笑俩酒窝，  

一走一哆嗦，  

拉着姐姐去买果子，买呀买果子。  

 

 

31-哥儿俩（筷子、鞋子）  

 

哥儿俩一边高，出门就摔跤，  

哥儿俩一边大，出门就打架。  

 

 

32-高高山上一根藤  

 

高高山上一根藤，藤条头上挂铜铃，  

风吹藤动铜铃动，风息藤定铜铃停。  

 

 

33-东四西单鼓楼前  

 

东四西单鼓楼前，九坛八庙颐和园，  

东嶽西顶白云观，隆福白塔列两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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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云彩往东  

 

云彩往东，刮大风，  

云彩往南，飘大船，  

云彩往北，发大水，  

云彩往西，披蓑衣。  

 

 

35-我唱一谁对一  

 

我唱一，谁对一，什么开花儿在水里？  

你唱一，我对一，菱角开花儿在水里。  

我唱二，谁对二，什么开花儿像根棍儿？  

你唱二，我对二，韭菜开花儿像根棍儿。  

我唱三，谁对三，什么开花儿叶子尖儿？  

你唱三，我对三，夹竹桃开花儿叶子尖。  

我唱四，谁对四，什么开花儿一身刺？  

你唱四，我对四，玫瑰开花儿一身刺。  

我唱五，谁对五，什么开花儿在端午？  

你唱五，我对五，石榴开花儿在端午。  

我唱六，谁对六，什么开花儿拜日头？  

你唱六，我对六，秋葵开花儿拜日头。  

我唱七，谁对七，什么开花儿在雪里？  

你唱七，我对七，腊梅开花儿在雪里。  

我唱八，谁对八，什么开花儿像喇叭？  

你唱八，我对八，牵牛开花儿像喇叭。  

我唱九，谁对九，什么开花儿香味儿久？  

你唱九，我对九，桂花开花儿香味儿久。  

我唱十，谁对十，什么开花儿像羹勺？  

你唱十，我对十，玉簪开花儿像羹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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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一盆玫瑰两朵花  

 

一盆玫瑰两朵花，  

三个姑娘都要掐，  

四喜胡同五个小孩儿，  

拿了六块七棱瓦，打着八仙庙里九棵树上的十只大老鸹。  

 

 

37-清代十八省  

 

直隶山东与河南，山西陕西甘肃连，  

安徽江苏共浙江，江西湖北更湖南，  

福建广东并广西  云南贵州及四川。  

 

 

38-大马路宽又宽  

 

大马路，宽又宽，行人道，在两边，  

警察叔叔中间站，指挥交通保安全。  

过马路，要看灯，各种颜色要看清，  

红灯亮了等一等，绿灯亮了往前行。  

 

 

39-说你呆，你不呆  

 

说你呆，你真呆，胡子一大把，样子像小孩。  

说你呆，你不呆，把你推一推，你又歪一歪。  

要你躺下去，你又站起来。  

 

 

40-风婆婆  

 

风婆婆放风来，大风不来小风来。  

大风刮得呜呜叫，小风刮得怪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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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过水面儿  

 

香香窝儿，辣辣罐儿，  

苦麻儿，苣麻菜儿，  

猪肉片儿，好大块儿，  

羊肉打卤，过水面儿，不吃不吃！两碗半儿。  

 

 

42-小秃儿上庙台儿  

 

小秃儿，上庙台儿，  

栽了个秃跟头，捡了个秃小钱儿，  

买了个秃饽饽，招来个秃子伴儿，  

秃子吃，秃子看，秃子打架秃子劝，  

秃子去告状，一告告到秃衙门，  

秃衙门，秃板子，单打秃子的屁股蛋儿。  

 

43-恭王府的墙  

 

恭王府的墙，豫王府的房，肃王府的银子用斗量。  

 

 

44-二十四节气歌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45-浇好水，开好花  

 

浇花儿难，养花儿难，你不浇水花儿就干，  

一盆水，一壶茶，  浇好水，开好花。  

一盆水，三盆水，好花开得大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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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扇扇子  

 

有风时不扇扇子，没风时要扇扇子，  

不扇扇子是有风，扇扇子时时没风，  

不扇扇子没有风，扇起扇子便有风。  

 

 

47-一园青菜成了精  

 

出了城门往正东，一园青菜成了精，  

绿头萝卜坐大殿，红头萝卜掌正宫。  

江南反了白莲藕，一封战表打进京，  

豆芽菜跪下奏一本，胡萝卜挂帅去出征。  

白菜打着黄罗伞，芥菜前面做先锋，  

牛腿葫芦放大炮，绿豆角子点火绳，  

轰隆隆三声大炮响，打得辣椒满山红，  

打得茄子一身紫，打得扁豆扯起棚，  

打得大蒜裂了瓣，打得黄瓜上下青，  

打得豆腐尿黄水，打得凉粉战兢兢，  

藕王一见害了怕，一头扎进污泥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