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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情人节、圣诞节等外来节日，本土传统节日更具
亲和力，因其不仅是“消费节日”，更是“文化节日”。如
今，人们告别了娱乐匮乏和物质贫瘠的时代，家长们有责
任挖掘承载文化传统和节日内涵的传播形式。

逢年过节
教教孩子年节文化
叶丹

洋节时凑热闹
各种洋节前夕，
在各大商场总能看
到各种各样的面具、
服饰摆在了显眼处，
不少私立幼儿园也大张旗鼓搞派对甚至
是 cosplay。愚人节搞怪、万圣节制作南
瓜灯、圣诞节装点圣诞树等等不一而
足。洋节虽然是舶来品，
但在商家和家
长中受宠指数却很高，
伴随着打折、
促销
等消费信息，
在大人引领下的孩子对这
些舶来的节日却有着较高的参与度——
当然，
这很大程度上是
“被迫”
的，
是形形
色色的商家引诱着家长协同参与的。
无论是圣诞节前的“黑五”
促销，
还
是感恩节前的打折季，当洋节与“剁手”
碰撞时，
除了钱袋子里的钞票哗哗流入
商家口袋外，
孩子也在懵懂之间体会着
这种“节日”的热闹。10 月底时，虽然

半大不小的学龄前儿童不太懂得各种
“神头鬼脸”
面具的意义，
却也知道了那
样的日子大人会发糖，会有南瓜灯，会
有化装舞会，
当然，也会有孩子被吓哭。
在商家、盈利机构大肆宣传和利用
的各种洋节的儿童活动中，孩子是参与
者，而家长更像观众，乐呵呵地旁观。
此时的商家，
倒成了“传道授业解惑”
的
“老师”
，带领着小朋友紧忙活，只可惜，
“讲授”的内容必然与洋节和自家商品
相关，
“营养”
有限。
但是，
不少家长颇为认可这样的热
闹，他们认为，此种活动形式丰富了孩
子的生活，又了解了西方文化，最重要
的是，自己很省事，只充当“车夫”或打
下手，
完全不用费脑子。

平时过得很“粗糙
粗糙”
”
有位家长说：
“ 我是一个对仪式感
比较淡薄的人，所以一直觉得自己过
得蛮粗糙的，也没怎么在意仪式感给
生活带来了什么影响。没有什么生日
会、纪念日的念想，有了孩子后，忙着
对付他的吃喝拉撒，更没闲情逸致教
他那些不相干的知识，带他参加俩活
动就不错了。”
可家长的“粗糙”并不妨碍孩子的
细腻。往往在细微之间，几岁小儿的
观察能力强于这些浸染社会多年的成
年人。
元旦、国庆等法定节日，
各小区、企
事业单位门口会悬挂国旗，这在大人看
来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却轻易勾起了孩
子的求知欲。
“那天早上我女儿问我，
为
啥楼栋口儿挂国旗而前一天晚上还没
挂时，我才意识到国旗是刚刚悬挂的，
且‘瞬间’就被孩子发现。当时我就给
她讲了这是元旦，
意味着新的一年开始

闺蜜的孩子刚上小学。闺蜜认为
孩子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一定要成为
班级里的佼佼者。但是，强中更有强
中手。
前不久，刚刚结束的期中考试，闺
蜜虽然考前给孩子进行了认真的复
习，但是结果未得到想要的满分。孩
子考了 99 分，97 分，闺蜜发火了！
“你为什么考不了满分？怎么不
长记性，你看看错的地方，哪个不是练
过的？”闺蜜大声质问着孩子。孩子吓
得唯唯诺诺地不敢回话。闺蜜因为班
里有 25 人考满分，孩子的分数恐怕连
中游都排不上，所以大发雷霆。
闺蜜的心情可以理解，担心孩子
跟不上全班的节奏。可是，她根本不
了解孩子的心情。我常去闺蜜家，所
以和她的孩子关系处得不错。考试

多说几句比在外上课顶用

了等等。以为这样的一问一答足矣，
可
没想到她竟然举一反三，
问我幼儿园门
口、姥姥家门口是不是也会挂。”
一位三
岁孩子的家长如是说：
“这样的对话令
我惊喜。原本以为，
对于此年纪的小娃
娃，
保证吃喝拉撒，再学点英语、诗词就
可以了，可现在我却发现，真正的教学
形式，往往藏身于生活中的瞬间，孩子
的求知欲和接受程度往往超出大人的
想象。”
不可否认的是，这一代的家长过于
依赖“专业分工”
，
很多人将教育孩子尤
其是学龄前儿童，
割裂为“教”
和“育”
两
个领域，
他们不惜重金，
谋求专业化的机
构教孩子琴棋书画或是英语、
口才，
又将
吃喝拉撒等日常育儿工作
“打包”
给了四
老和幼儿园，
而自己，
则承担着极少的教
和育的任务。不少人坚称：
“学前阶段家
长最轻松——因为生活有人管，又没有
课业负担。家长无压力啊！
”

孩子对节日的热情与我们想象中
不太一样，他们更愿意动手参与。中秋
前夕，笔者有幸见到几个三四岁的孩
子，他们在独立做月饼，这基本上是我
们想象不出来的事情。可是孩子很热
衷，
用小擀面杖和专用冰皮擀个歪七扭
八的皮，
再包上豆馅。然后用塑料的模
子压一下，一个即食月饼就出炉了。虽
说露馅的失败成品时有出现，
但这并不
妨碍他们制作的热情。
当然，
家长们也并非袖手旁观，
除了
在一旁语言指导，
他们最大的工作是待
月饼完成，
与孩子一起品尝，
并且讲述中
秋节的习俗和故事，
好几位家长你一言
我一语，
看似说者无意，但是听者有心，
传统文化就在这欢乐祥和的气氛中传
承。而且过了几个月，
孩子们不仅对那
天的吃食记忆深刻，
更可以跟其他小朋
友讲述当天听来的中秋节的典故。笔者

惊讶孩子们的记忆力，
这份知识和吸收
率，
着实比外面报班上课顶用。更为重
要的是，
这样的传统文化，
孩子乐于在玩
中学、学中玩，
而家长的举手之劳，
带给
孩子的，
不仅是一时的欢乐，
更是长久、
深入的知识储备和记忆。
不巧的是，太多的父母宁愿花大价
钱请专业老师教授知识，
也想不起来自
己捎带脚儿跟孩子念叨几句。其实，
传
统节日或节气时大人简单的几句话，
却
在润物细无声中培养着孩子的爱国心。
在这样的节日或节气里，
“ 胡吃海
塞”
背后有着深远的文化意义——无论
是冬至的饺子还是元宵节的元宵，
抑或
是二月二的焖子和端午节的粽子，
其背
后的典故足以令孩子感兴趣，
而点滴的
知识连成串就成了需要每代人传承、弘
扬、热爱的中华民族传统，也是爱国之
情培养的具体体现。

别让负面情绪缠上他
刘洪静
前，闺蜜因为有事出门，曾拜托我看着
孩子复习。我看着孩子一脸严肃的模
样，就逗他放轻松，谁承想，他却一本
正经地叹了口气说：
“ 唉，阿姨，没那么
简单啊，考满分好难，好难啊……”说
着，孩子低下头继续做数学题去了。
闺蜜孩子才 7 岁，他一脸的无奈与
悲观让我哭笑不得，这不该是他这个
年纪应该拥有的神情。孩子说，最害
怕妈妈凶自己，只要一想到妈妈抓狂
的样子，就觉得害怕。闺蜜的分数论
说得有理有据，让人无法反驳，只能保

动画片该怎么看
赵鑫
如今动画片的丰富比从前不可同日
而语，
而播放平台也是颇多可选。几乎每
个平台都有专门的少儿和亲子专题频道，
不论是电视台还是网站。曾几何时那些
“孩子能看的东西太少了”
的哀叹一去不
复返了。
然而这种丰富伴生的，是一种泥沙
俱下的感觉。原来选择比较匮乏，需要
的是“有的看”
；现在选择不知不觉变了，
需要的是“看对的”。在实际操作当中，
并不是谁都能选对。于是免不了要出现
这样的一些新闻：小朋友拿着玩具刀斧
在花园里“砍树”
，
说是和某强学的；小朋
友把小朋友捆起来用平底锅拍，说是和
某羊学的……

么最火爆就看什么，
不是看街坊，
就是看
市场，
觉得总是没错的。还有的家长负了
一下责任，
自己看两眼，
觉得有趣，
就拿来
给孩子看，
而自己
“闪”
到了一旁。
勇气、正直、智慧、亲情、友谊与责任
心这些最基本却最难能可贵的基础品质，
除了家长的言传身教，
大概最有力量的载
体就是孩子看的卡通节目了。有的节目
确实能够有效传递这些正能量，
而有些则
更符合成人世界里见怪不怪的各种人精
才有的特征，
比如钩心斗角、耍小聪明以
及无厘头的搞笑。与其说这是给孩子看
的娱乐节目，
不如说是成年人在里面寻找
成人童话的寄托。但是孩子不需要那么
早就成为
“老司机”
。

一味追求
“好玩儿”

杨丽莉 绘

持缄默。这次，孩子的话让我陷入了
沉思中。
考试成了一种煎熬。孩子怀着忐
忑不安的心理上考场。事实证明，孩
子在恐慌中等来考试结果，伴随着挫
败感与失望。闺蜜孩子曾偷偷告诉
我，
“ 阿姨，我也想学电视里的大姐姐
去跳楼……”我甚觉恐惧，竟一时愣住
了，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
从他轻松的口气中我相信闺蜜孩
子 只 是 赌 气 或 发 泄 ，只 是 随 口 一 说 ，
并不是真的有这种想法。但是，长期

处于这种抵触考试情绪中的孩子，会
不会真的作出其他偏激行为呢？虽然
他 的 年 纪 小 ，但 是 也 有 可 能 模 仿 啊 ！
刻不容缓，我决定把孩子的话传递给
闺蜜。
闺蜜也惊到了，表示会收敛自己
脾气并时刻关注孩子情绪。
其实分数固然重要，但是孩子的
真实想法是否也该倾听？仅仅是一个
刚入学的一年级新生，就在心里有了
这种抵触的情绪，又该如何面对以后
漫漫考试路？

星期日

“陪看”
：
他爱我也爱

各种语言各种题材的卡通动漫在各
种亲子频道里济济一堂，不啻为一种
PK。相比之下，有的节目通篇都很正能
量，
充满了温馨与爱，
而有的则从头到尾
都在抖机灵，
充满了各种小聪明。要么是
偷奸耍滑，要么是哗众取宠，
在故事发展
过程中不断制造笑点不高的问题和麻烦，
虽然结果往往是主角自食其果，
但是孩子
们记住的，却更可能是那个不堪的过程。
这个阶段的孩子，
更可能依着本性和自我
的需求而对行为做出没轻没重的取舍，
如
果说这种取舍一定有什么标准的话，
那么
这标准很大程度上就是——好玩儿。

家长选择不应盲目
许多家长平时忙于自己的业务工作，
没有精力顾及孩子的休闲生活，便图省
事，
走捷径，
别人看什么自己就看什么，
什

孩子对色彩和声音有着天生的敏感，
集鲜艳色彩、夸张形象、动听音乐于一体
的动画片，理所当然成了他们的最爱，
是
孩子离不开的童年伴侣。
如果父母完全把孩子交给动画片，
放
任不管，
孩子会把动画片中的一切照单全
收，
那些负面内容会不负责任地污染孩子
的稚嫩心灵。
所以，
“ 陪看”不失为一个选择。父
母陪着孩子一起观看动画片，孩子一定
会特别开心，特别是幼儿园和小学低年
级的孩子，他会兴奋地跟爸爸妈妈分享
动画片中的内容，十分快乐。一方面他
觉得跟父母在一起，
其乐融融；
另外一方
面他也会觉得这时的父母跟他是一样爱
动画片，
可以平等交流。
综上所述，
无论是为了孩子的健康发
展，
还是为了“筛选”
动画内容，
家长都应
该尽可能
“陪看”
。

亲子小事

先身教 再言教
佟才录
女儿 4 岁时，一天我领她去商场购
物，
看到一个衣衫褴褛、没有双腿的残疾
人在商场门口乞讨，
我掏出 1 元钱放在他
面前的铁盒里，对他微笑了一下，
然后转
身领女儿进了商场。我问女儿：
“知道爸
爸为什么给他钱吗？”女儿不解地回答：
“是啊，
爸爸你为什么给他钱啊？他又不
是我们家亲戚。”我抚着女儿的小脑瓜，
说：
“因为那位叔叔生活上暂时遇到了困
难，需要我们大家帮助他走出困境……”
虽然我也质疑这位残疾人的真实性，但
是我觉得，培养女儿的爱心更为重要。
后来，我和女儿又一次在大街上碰到一
个老乞丐，女儿不声不响地主动把她兜
里的零钱给了那个老乞丐。
母亲已是古稀之年，
有脚寒的毛病，
不管春夏秋冬，晚上睡觉时，
脚总是冰凉
冰凉的，很是痛苦。为了减缓母亲的病
痛，
空闲时，
我会亲手给母亲洗脚。端一
盆温度适中的热水，水里泡上活血的中
草药，母亲坐在床头，我蹲在地下，用手
轻轻地细致地给母亲搓脚，按揉着脚底
的经络，
活络着脚的血脉。

本版投稿邮箱：
jwbhaizi@163.com

每每这时，女儿会拿个小马扎给我，
叫我坐在马扎上给母亲洗脚，她则蹲在
一边，饶有兴趣地看着 我给她奶奶洗
脚。女儿问：
“爸爸，你为什么给奶奶洗
脚？奶奶怎么不自己洗脚？”于是，我告
诉女儿：
“因为奶奶年纪大了，自己洗脚
不方便。爸爸是奶奶的儿子，给奶奶洗
脚是尽孝心。”从此，女儿懂得了什么叫
孝心。
每天晚饭后，我看完新闻联播就钻
进书房看书或写作。有时，女儿看到好
看的电视节目，跑进书 房招呼我出去
看。当女儿看到我坐在桌子前津津有味
地看书或伏案写作时，很是奇怪地问：
“爸爸，你又不是小学生，你看书干什么
呀？”
我一把拉过女儿，
耐心地给她讲“学
习的重要性和学无止境”的道理。虽然
我知道女儿一时不能完全听懂我的话，
但我相信，我学习的景象会牢牢地印在
女儿的心里，会影响到她今后读书的热
情和对学习的态度。那天，女儿从我嘴
里懵懵懂懂地知道了什么是进取心，对
读书和学习的兴趣也越来越浓。
人常说：身教重于言教。其实光身
教还不够，因为小孩子有时并不能及时
地领悟你的肢体语言。如果在身教之后
再进行一番言教，更能起到事半功倍的
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