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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人生第一所学校，帮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那天去城里开会，汽车行驶在高

架桥上，快捷、顺畅。钢筋水泥的“巨

龙”纵横交错，大大缓解了以往的交通

拥堵现象。

“叮！”我的手机响了一声，是一个

家长给我发微信：“老师，我想问一下，

孩子休学需要什么条件？”我有些惊

讶，赶紧回了一句：“为什么要休学？”

“孩子学习成绩不好，不想读书，

我想让他重来一遍。”家长回答得很直

接。我心里想，重来一遍就一定会好

吗？不找到成绩不好的原因，重来几

遍都没有用。于是我问他：“是成绩不

好导致孩子不想读书，还是孩子不想

读书导致成绩不好？”

“有什么区别吗？”家长回问了一

句。“当然，如果孩子因为成绩不好而

不想读书，可能是孩子已经尽力了，但

效果不理想；如果因为他不想读书而

成绩不好，也可能是孩子没有把心思

放在学习上。”我耐心地跟家长解释。

“这个我不太清楚，只是孩子学习

成绩太差了，将来找不到好工作，怎么

生活啊？我急得都快睡不着觉了！”家

长这样的回答一点儿也不奇怪，很多

家长心里只想着孩子能考出好成绩，

却并不关注孩子成长真正的需要，没

有找到原因就草率决定，不仅没有帮

助到孩子，反而会害了他。

我对家长说：“我不建议孩子休

学，你现在最关键的是找到孩子学习

不好的原因，找到最适合他成长的路

径，有时间你带着孩子来学校找我吧，

我们一起给孩子诊断诊断。”

汽车继续在高架桥上行驶，两旁

是林立的高楼，展现着城市欣欣向荣

的发展态势。我们的生活条件正发生

着日新月异的变化，为什么一些家长

思想观念转变得那么慢呢？

曾经在与一个家长交流时听家长

说，他最大的希望就是孩子能考上一

流大学，即使一年又一年地复读，也在

所不惜。他将全部的期望压在孩子身

上，让一个原本活泼可爱的孩子整天

生活在重压之下，考试成绩始终不见

起色。后来，我与家长和孩子进行了

一次深入的交流，了解到孩子最大的

长处其实是动手操作，于是，我建议他

把升学的目标定位为职业技术类高

校。再后来，这个孩子放下压力，轻松

愉快地考上了一所高职院校，现在已

经大学毕业，成了一家大企业的技术

骨干。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千百

年来，这一思想始终占据着主流，于是

就有了高考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

说法。殊不知，当今时代成才的道路

已有了千万条，“独木桥”时代已经远

去，“立交桥”时代已然来临。优异的

学习成绩固然是学生追求的重要目

标，但是仅仅只关注学习成绩就未免

太狭隘了，关注孩子德智体美劳的全

面发展才是最重要的。

我坐在车里，宽阔的高架桥上车

辆川流不息，大家各行其道，互不影

响。其实每个孩子都是不同的个体，

有着不同的特质，家长完全没有必要

逼着孩子走同样的一条道路。成长的

道路千万条，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我等待着那位发微信的家长来找

我，相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一定能

为这个孩子找到最适合的成长道路。

传统节日蕴含深刻
文化内涵

农历八月十五，正好是秋季的中

期，所以被称为中秋。中秋之夜，仰

望明月，他乡游子，期盼团圆。中秋

节往往意味着“团圆”与“思念”，所以

中秋又称团圆节，诗词“每逢佳节倍

思亲”表达的就是这种思念之情。

“我们为什么要重视传统佳节，

因为这些节日为我们传递了‘爱与美’。”

林步表示，传统节日是我们表达情

感、传递温暖和仪式感最重要的时间

点，在中秋节，我们可以通过赏月、吃

月饼、做花灯、饮桂花酒等传统习俗，

让孩子感受节日气氛。

孙雯洁的孩子生日正好在中秋

节前，每次孩子生日，她都会好好规

划如何通过中秋节，让孩子更好地了

解传统文化。“今年中秋，我会给孩子

准备汉服等传统服饰，和孩子一起制

作月饼，给孩子营造节日氛围。”孙雯

洁说。

传统节日不仅是传递情感的重

要时机，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

还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伦理

道德、行为规范等。家长可以借此机

会，培养教育孩子，让孩子厚植优秀

传统文化基因，成为优秀传统文化的

受益者和传播者。

现场，林步为大家讲述了“嫦娥

奔月”的神话传说：嫦娥是后羿的妻

子，因为一次与奸人逢蒙的打斗，不

小心将西王母赠送后羿的仙丹吃下，

于是奔月做了神仙。在嫦娥奔月后，

后羿日夜思念，便让侍女在月光下摆

上供桌，上面放着嫦娥最爱吃的各种

水果。邻里乡亲也在自家院内摆上

供桌和水果，祝福美丽善良的嫦娥。

从此以后，每到八月十五这一天，大

家都会不约而同地到月下供奉嫦

娥。由于这天时值中秋，人们就把这

一天定为中秋节。

林步说，关于中秋节的神话传说

有很多，嫦娥奔月、后羿射日、吴刚伐

桂等，其中都蕴含着人们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家长可以把这些传统故事

讲给孩子听，让孩子深刻了解传统节

日的文化内涵，知道节日的起源，才

能更好地理解节日所传递的情感。

中秋节，还是一个学习汉字文化

的好时机。汉字不仅仅是几千年历

史传承的记录工具，更是多彩的中华

文化载体，了解汉字起源和演变有助

于学生更好地理解中华传统文化。

比如，中秋节和“月”字有着千丝

万缕的关系，在我国的汉字中，有很

多字都有“月字旁”，但这些字却很少

和月亮本身有关系，这是为什么呢？

“这就要追溯到中国汉字的演变

了，从甲骨文开始，‘月’和‘肉’的写

法就比较相似，以至于后来它们索性

混在一起，‘肉’字在作偏旁时叫做

‘肉月旁’”。林步分享道。

那么，如何区别月字旁的字是散

着肉香，还是泛着月光呢？林步介绍，

记住一个口诀就基本可以搞定：左下

为肉右上月。也就是说，如果“月字

旁”在字的左边或下面，那这个月就与

肉有关，比如胖、肝、肩、胃等；如果“月

字旁”在字的右侧或上面，那这个月就

是月亮，比如朝、明、朔、望等。

创新形式，传承中
华传统文化

关于中秋节，各地的习俗各有不

同，但吃月饼似乎已达成共识。“古时

候，人们每逢中秋夜都要举行祭月活

动，摆上一些美食，一群人围在一起

饮酒赏月。”林步介绍，月饼在古代多

用来祭拜月神，后来逐渐演变成在中

秋节吃月饼的习俗，月饼上的花纹也

多象征着美好的寓意。

吟诵与中秋节有关的古诗词同

样也是一种很好的教育方式。在我

国浩瀚的诗海中，有众多与“月”有关

的诗词，例如“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

时。”“一轮秋影转金波，飞镜又重

磨。”“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

谁家。”

“据统计，在最新的部编版教材

中，就有几十首含‘月’的诗歌，李白、

苏轼等诗人也有众多描述‘月’的诗

歌，所以了解传统节日相关的知识，

也可以从诗歌中汲取营养。”林步建

议，家长可以通过举办家庭诗词会、

成语接龙等游戏的方式让孩子潜移

默化感受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

今年，央视中秋晚会在四川省西

昌市录制，西昌素有“月城”之称，曾

有“月出邛池水，空明澈九宵”的佳句

盛赞这片观月胜地。时至今日，西昌

已成为著名的航天城，西昌卫星发射

中心是中国重要的卫星发射基地之

一，也是“北斗”“嫦娥”的唯一“母

港”。

西昌这所城市丰富的历史底蕴

与文化内涵，不仅契合了中秋“月”的

意向，同时也兼顾了“航天”等时事热

点与“幸福生活”的人文关怀，此次中

秋晚会也将成为一个向世界展示凉

山自然生态、民族风情、历史文化的

窗口。

“观看中秋晚会，也可以作为感

受节日气氛的一项重要家庭活动。

一家人围坐在电视机前，观看中秋晚

会，还能感受我们家乡的城市文化，

是一件充满诗意的事情。”孙雯洁表

示，从“中国诗词大会”，到河南卫视

的“唐宫夜宴”，再到央视中秋晚会，

创新技术和形式，融合传统文化，带

给我们沉浸式的文化体验，这样也能

让青少年更加乐于接受，乐于传承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

“传统节日是家长对孩子进行传

统文化教育的良机，每一个中华传统

节日，都凝结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

和民族情感，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

和思想精华，是对孩子进行思想道德

教育的宝贵资源。”林步说。

假期里，我给孩子们布置了

一个作业：写一篇游记。游记的

内容可以是各地的名胜景点，也

可以是家门前的小花园，只要写

出自己的真情实感就可以了。

开学后，我饶有兴致地询问

孩子们，假期去哪里玩了？孩子

们一下子兴奋起来，争先恐后地

报出自己游玩的地方。北京的

故宫、长城，上海的外滩、城隍

庙，杭州的西湖……孩子们去的

地方很多，一些著名景点都有涉

及。

本以为有了这些丰富多彩

的亲身经历，孩子们的作文一定

可以写得生动有趣。可看了他

们的作文后，我却有一种说不上

来的感觉。有些孩子在遣词造

句上甚至达到了成人的水平，可

缺点在哪里呢？连续读了十几

篇后，我终于总结了出来——太

过千篇一律。

明明去的是不同的地方，可

孩子们写出来的却都像一个模

子里刻出来的一样：假期里，爸

爸妈妈带我去了 xx 景点，这里

环境优美，景色宜人，像是人间

天堂。……感谢爸爸妈妈带我

来这里游玩，让我看到了祖国的

大好河山，也度过了一个有意义

的假期。随便一篇作文拿出来，

把景点换一下，几乎就可以通用

了。这让我在哭笑不得的同时，

也不由得反思，到底是什么原因

造成了孩子们细节的缺失？关

于细节的描写，我讲过很多次，

孩子们也差不多都能熟练掌握

了，可为什么在这次作文中却如

此地缺乏呢？

在一节作文课上，我没有布

置新的作文，而是让孩子们讲一

下假期里游玩的经过，引导他们

对细节的重视。小丽率先发言：

“爸爸妈妈带我去的是故宫，假

期里，故宫里的游人很多，每个

景点前都有很多人拍照留念，为

了抢占一个好的拍照位置，再加

上怕看不完那么多景点，妈妈不

停地拉着我往前走。最后，我们

终于在闭馆前参观完了所有的

景点。”

“有没有哪个景点给你留下

深刻的印象呢？”我启发道。小

丽回想了一会儿，说：“御花园里

有一块大石头特别有趣，我很喜

欢。”“那你在作文里怎么没有提

到呢？”我疑惑地反问。小丽挠

了挠头，懊恼地说：“我只看了一

眼，还没来得及仔细观察，妈妈

就着急地拉着我往前走了。”

“我也是。”媛媛似乎很有同

感，“爸妈带我去的是焦作的云台

山，我特别喜欢那里的泉瀑峡，在

那里呆上一天我也愿意。我爸却

说还有很多景点没有看完，这里

可以拍下来以后慢慢看，可拍下

来再看还有什么意思呢？”

接下来，孩子们都讲述了自

己游玩的经过，大部分都是父母

催促，没有仔细观察自己喜欢的

景点。还有一些父母，直接“引

导”孩子：这些景色是不是很雄

伟壮观？看这些山石，有没有鬼

斧神工的感觉？……

听完孩子们的讲述，我大概

弄清楚了他们的作文千篇一律

的原因，是我们的大人太过急

躁，步伐太过匆忙，不肯多给孩

子一点观察的时间。没有仔细

的观察，怎么会有细节的描写？

再加上大人们自以为是的“好词

好句”的灌输，不肯给孩子多一

些思考的时间，孩子们的作文不

雷同才怪。

其实，我很想告诉我们的家

长，请再多给孩子一点时间和空

间，允许他慢一点、笨一点，让他

用自己的节奏和方式好好地欣

赏一处风景。也许他看不完全

部的景点，写不出那些优美的句

子，但他可以详细地描述故宫御

花园里的那块有趣的石头，他会

记得有那么一个阳光明媚的日

子，父母陪着他静静地看着一块

石头，这会成为他笔下最独特、

最难忘的一幕。

允许孩子
慢下来

■ 乔凯凯

成长要走“立交桥”
■ 彭涛

这个中秋
和孩子一起传承中华文化基因

又是一年月圆日，良辰美景共此
时。农历八月十五，我们将迎来一年
一度的中秋佳节。中秋节与端午节、
春节、清明节并称为中国四大传统节
日，根据史籍记载，“中秋”一词最早
出现在《周礼》一书中，直到唐朝初
年，中秋节成为固定节日，盛行于宋
朝，至明清时，成为中国主要节日之
一。2006年5月20日，国务院将中秋
节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

对于中秋节的相关文化习俗，你
了解多少？如何善用传统节日，引导
孩子学习和传承传统文化？四川广
播电视台妇女儿童频道联合四川教
育报刊社，通过品牌栏目“金熊猫说
教育”，推出“月是故乡明 年年中秋
有不同”主题访谈，邀请《教育导报·
家教周刊》特约专家、正心晓德学堂
联合创始人、四川省家庭教育研究会
成员、国学教师林步，四川广播电视
台特约评论员孙雯洁，深入探讨传统
文化传承的相关话题。

■ 记者 梁童童

资料图片

治家有道

孙雯洁

林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