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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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家有道

六一儿童节要到了，要给正在读

幼儿园中班的儿子送一份什么节日礼

物呢？

妻子说，“买套新衣服吧。”这事办

起来不难。网上选一套夏季的T恤，

不但可作为礼物，天气热起来正好可

以穿。可打开衣柜，儿子今年夏天真

不缺衣服。在去年换季的时候，妻子

趁一些店打折，早早地给儿子准备了

今年夏天的衣服。

“买点好吃的吧。”妻子给出了新

的方案。儿童节请儿子吃一顿大餐，

估计能让他十分开心。可我们一想，

这样可能会让孩子变得物质且贪吃，

未必是合适的教育。

妻子抱怨，“这不行，那不行，你自

己拿主意吧。要不问问儿子喜欢什

么？”我想给儿子买几本书，儿子也喜

欢看书。可看了一眼书架，适合儿子

读的书已有很多，而且还有不少书他

还没开始读呢。那本《玩转科学》，有

很多实验还没陪孩子一起做，想来真

是惭愧。

一天晚上，我给窗台上养的花浇

水。突然，“扑通”一声，有什么东西从

月季花和藿香丛中飞了出去。是老

鼠，还是鸟儿？我打开手机的电筒，仔

细查看，惊喜地发现有一个不小的鸟

巢正架在一盘藿香的花钵上。因为周

边还放了几盘多肉，恰好留出一个筑

巢的空间。更令人惊喜的是，鸟巢里

还有一个淡蓝且有斑点的蛋。没看到

大鸟，我们也不知是什么鸟儿的蛋。

儿子听说家里的阳台上有个鸟

巢，还有鸟蛋，十分兴奋，吵着要看一

看。我抱起他，他看得极仔细，说：“有

一个鸟蛋。鸟巢是用小木棍和草搭起

来的。”我试探性地问儿子：“我们该怎

么处理这个鸟巢呢？”没等我给出选择

答案，他抢着说，“我们要善待小鸟，不

能打小鸟，还不能掏鸟蛋。小鸟是我

们的朋友。”儿子的善良让我很欣慰。

每天早晨起来，我们第一件事就

是观察那窝鸟：一个蛋、两个蛋，三个

蛋、四个蛋、五个蛋。为了不影响到那

对鸟儿繁殖后代，我们每天小心翼翼

的，浇花的水再也不敢那么粗放了，生

怕水淋到鸟窝里去。

有一天，下雨了，儿子放学后急急

忙忙跑回家看那窝鸟。他疑惑地问，

“鸟巢都是敞着的，没有盖子，也没有

雨伞，鸟蛋会不会被淋坏？”我们轻手

轻脚地观察，发现有一只大鸟正趴在

窝中，用翅膀护着那些蛋，身上并不怎

么湿。我告诉了儿子，“鸟妈妈一直护

着蛋，真是太伟大了。”儿子认可地点

了点头。

惊喜接连到来。鸟巢里开始出小

鸟了，一只、两只、三只、四只、五只，肉

肉的，眯着眼，有时耷拉着脑袋在睡

觉，有时张开嫩黄的嘴巴等待食物。

我们全家一起守护着那窝鸟，儿子最

为上心，且表现出了极大的善良与爱

心。他还想给小鸟喂吃的，被我阻止

了。我告诉他，有时不打扰也是一种

爱护。

我们在等待，等待小鸟长大，等待

它们学会飞翔。对于我而言，最大的

惊喜则来自于儿子——他说要把家里

来了一窝鸟的故事分享给幼儿园的小

朋友。

小鸟降临我家阳台，意外又惊喜，

我把它当作儿童节的礼物送给儿子。

它锻炼了儿子观察事物的耐心，激发

了儿子对动物的

爱心，还让他明白

等待和坚持的意

义，以及与朋友分

享小鸟故事的快

乐。

这 份 意 外 的

儿童节礼物，一定

会成为儿子难忘

的记忆。

探寻博物馆里的奇妙世界探寻博物馆里的奇妙世界
■ 记者 周睿

有人说，理想学校的样子就是博物馆的
样子。近年来，带孩子逛博物馆成为越来越
多家长的选择，博物馆作为学校之外的第二
课堂，也深受孩子们的喜爱。

作为历史的保存者和记录者，博物馆是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的桥梁，参观博物馆可
以让孩子们长知识、增见识、开拓思维。但很
多家长也常常困惑，博物馆里那么多文物，孩
子该从何看起？怎样参观博物馆才能有所收
获？

一份意外的一份意外的
儿童节礼物儿童节礼物
■ 王玉初

博物馆是天然的学习空间，更

是激发兴趣、引导思考的社会课

堂。参观博物馆成了越来越多家

长带孩子过周末和节假日的新生

活方式。

刚刚过去的国际博物馆日，各

个博物馆都推出了丰富多彩的活

动。周末，罗桐带着儿子陈逸阳来

到家附近的四川博物院“寻宝”。

粗略地逛了一圈之后，逸阳被一件

战国时期的文物吸引了目光。看

说明，这是一个战国水陆攻战纹铜

壶，壶上有四层精致的图案，每一

层似乎都讲述着不一样的故事。

看儿子对这个铜壶特别感兴

趣，罗桐请了博物院的讲解员来给

儿子好好讲讲这个文物。果然，铜

壶上的图案反映了战国时期的社会

生活史、军事史等不同的故事，第一

层为采桑射猎图，第二层为宴乐习

射图，第三层为水陆攻战图，第四层

则为狩猎图。讲解员说，壶上的图

案就是战国时期的“朋友圈”，为我

们展示了当时人们的劳动日常、贵

族生活日常和刀光剑影。“真有意

思！我也要把它拍下来发个‘朋友

圈’，告诉我的好朋友们，文物里有

这么多的故事呢！”逸阳兴奋地说。

回到家后，逸阳还从网上下载

了很多战国时期的历史资料，准备

和爸爸妈妈一起好好研究一番，下

次再去博物馆探秘，寻找更多和这

个时期相关的宝贝。

“从文物中我们可以看到古代

人生活的点点滴滴，在给孩子讲解

时，把历史人物故事和文物进行结

合，再加上一些孩子们日常生活中

的元素，他们更易于接受。”四川博

物院公众服务部周莉娟说，故事类

的题材是孩子们比较喜闻乐见的，

在了解文物精彩故事的同时，他们

也能从中学习到历史知识，经历审

美体验，然后主动去探索、去思考、

去研究。

随着博物馆从以静态展示、研

究为主逐渐向开展各种展览、活

动，增强参与性转型，博物馆成了

是孩子们研学旅行的最佳场所之

一。而《国家宝藏》《如果国宝会说

话》等文化节目的热播，也让更多

的人开始了解文物背后的历史，参

观博物馆，不仅是了解文物的年

代、功能等基本信息，更多地是发

现文物所承载的人的故事和精神。

除此之外，博物馆还是培养孩

子审美能力的好去处。周莉娟说，

博物馆里无论是中国古代的书画、

瓷器、玉器，还是西方的绘画、雕

塑，这些艺术品都体现了当时那个

年代的审美极致。孩子们多和美

的事物打交道，能更好地建立起自

己的审美感知。“参观博物馆还能

锻炼孩子的观察能力、思维能力，

增进亲子情感。”周莉娟说，博物馆

还有更多的宝藏等着家长和孩子

们去发现，在即将到来的六一儿童

节，家长不妨带着孩子走进博物

馆，会让节日有不同的意义。

博物馆作为重要的课程资源，是

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为孩子们提供

了一个学习历史、美学、自然的好去

处。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博

物馆的力量”。国际博协对此作出的

解读中，其中一项就是教育的力量。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博物馆与学校牵

手，共同为孩子们打造了立体化的教

育网络。

四川博物院将互动学习、手工体

验与数字技术结合，设计了一系列可

供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使用的教辅教

材和丰富的体验课程。比如“疯狂原

始人”活动，幼儿段的主题为“陶罐里

的家”，孩子们可以在活动中认识不

同种类的陶器以及陶器的不同作用，

体验陶器的制作。小学阶段的探究

主题则是石器的制造与分类，孩子们

不仅要认识各种石器、陶器，还要理

解它们的制作工艺和原理，学习干栏

式建筑的特点，用木棍尝试史前房屋

的搭建，进而对史前人类的衣食住行

展开探究。

亲子共同参与铜器制作体验活

动、素陶DIY手工活动、青铜“绣”蜀绣

体验活动等，带给孩子们的艺术与人

文体验，在体验中也和爸爸妈妈有更

深层次的交流，享受亲子共学的乐

趣。“小小讲解员”“小小文博宣讲员”

“小小国宝守护人”等活动，让孩子们

更加深入地了解文物故事，更锻炼了

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交际能力，提升

艺术素养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每年都会

推出金沙文化进校园的活动，把博物

馆课程送到学校去，还和一些学校建

立了馆校合作的关系。比如在金沙

小学建立起了全国首个校内迷你博

物馆，将博物馆系列课程送到学校，

成为了学校延时课程的一部分。去

年，金沙遗址博物馆还和成都市教科

院合作开展了“我来金沙讲堂课”活

动，直接把课堂搬到了博物馆里，孩

子们在现场听老师讲发生在这里的

历史，更有身临其境之感。

金沙遗址博物馆还专门为青少

年打造的一些互动体验区域，开展科

学课程——“金沙小小科学家”“金沙

小小编程师”；自然类课程——“夜探

金沙”“金沙观鸟”，还有和历史教育、

戏剧教育相结合的金沙儿童剧、金沙

戏剧工坊。在这里，孩子们还可以参

与考古体验，在模拟“考古工地”上，

亲自发掘出“文物”，感受古蜀生活。

据金沙遗址博物馆负责青少年社会

教育和志愿者管理工作的何莉丽介

绍，从2014年至今，金沙遗址博物馆

的线下的活动已开展了800多场，博

物馆还出版了一些书籍，创编了一些

学习资料，这些都是可供家长选择和

利用的很好的博物馆教育资源。

如今，越来越多的博物馆推陈出

新，以有趣的场景、体验、活动吸引着

家长和孩子们的到来。丰富多彩的

创意活动，让博物馆成为青少年学习

知识、感受历史的“第二课堂”。

常有家长抱怨，带孩子逛博物馆，

孩子对展品没兴趣，也不知道用什么

方法去引导孩子。逛完一圈，也只是

走马观花，看完什么也没记住。怎样

才能让博物馆之旅真正有所收获？

“家长不妨先从孩子的兴趣入

手。”周莉娟说。博物馆的文物分为很

多种类，按材质来分，有青铜器、书画、

陶瓷、石刻等等，按主题分，则有四季

的主题、有动物的主题、有植物的主题

等等。动物是孩子们感兴趣的主题，

在古代，动物对于人们的生活也有着

重要的意义，动物主题非常适合作为

亲子去博物馆打卡时的一个切入点。

比如，生活中常见的马，在博物

馆中就能提取出很多信息。周莉娟

介绍，马是古代人们的重要交通工

具，在汉代，马也作为财富和权威的

一种象征。比如，四川博物院的藏品

斧车画像砖拓片，拓片呈现的马车上

有一个斧头一样的标志，说明这不是

平民百姓能驾驭的马，而是类似现在

警车开道的作用。在参观这个藏品

时，家长可以给孩子讲讲这方面的知

识，还可以准备一些和马有关的成

语，与孩子玩一玩成语接龙的游戏。

游戏是打开亲子话题的好方法，

在参观博物馆的过程中，家长可以和

孩子一起玩一些简单的游戏。比如，

参观东汉时期的车马过桥画像砖拓

片，上面呈现的柱梁式平桥，家长可

以引导孩子数一数桥上一共有多少

柱梁。通过观察和计算可以发现，这

个平桥共有 16 根柱梁，这也是汉代

使用的桥的典型。一些数字比较明

显的文物，家长都可以引导孩子去数

一数，锻炼孩子的观察能力。

“只要跟随孩子的兴趣，学习随

时都可以发生。家长要做的是从孩

子的视角重新观察这个世界，不要用

自己已有的认知，限定孩子对世界的

认识。”周莉娟说，如果发现孩子在博

物馆中有了感兴趣的东西，同样可以

带着孩子在生活中去寻找。

当然，提前做好功课也是非常重

要的。参观博物馆之前，可以通过阅

读、观看纪录片等方式，激发和培养

孩子对博物馆的兴趣，让孩子认识

到，参观博物馆是一件很好玩的事。

周莉娟说，看展览的过程中，家长不

需要具备多么专业的艺术知识，引导

的关键在于激发孩子的观展兴趣。

比如，可以跟孩子分享自己最喜欢的

展品，并说出感受。再问问孩子，你

最喜欢哪件展品，为什么？在这个过

程中，孩子通过观察进行了思考，与

作品也就形成了连接。

而在何莉丽看来，要让孩子的博

物馆之旅收获多，家长先要建立起对

博物馆的好奇心和亲近感。“如果你

自己都不喜欢博物馆，你的孩子也很

难爱上博物馆。”何莉丽说，“我曾经

在馆里看到过这样的情景：孩子满怀

期待地问父母‘这是什么’，父母给出

的回答却是‘你自己看展板吧’。这

不是一个正向、积极的引导。”增进对

博物馆及其历史文化的了解是家长

的必修课，带孩子进博物馆，家长要

做做功课，至少要对博物馆的基本信

息有一个提前的认识。

“如果孩子对动物感兴趣，可以

来金沙看梅花鹿、看“大象”（象牙、骨

骼），从动物入手了解3000年前人们

生活的环境以及当时的生态资源；如

果孩子对音乐感兴趣，可以来金沙看

石罄，听3000年前的天籁之音；如果

孩子对美术感兴趣，可以来金沙欣赏

文物之美，临摹这些文物。”何莉丽

说，参观博物馆是一个持续学习的过

程，结合每个孩子不同的兴趣点，选

择一个小的切入口，让孩子逐渐喜欢

博物馆，愿意反复多次地到博物馆来

打卡，才是利用博物馆教育孩子“最

正确的打开方式”。

触摸历史
从“博物”到“博悟”

创意活动，博物馆成为“第二课堂”

兴趣为先，博物馆的“正确打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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