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节也是一堂家教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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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
日， 凝结着博大精深的中华文
化， 也彰显着特有的风俗人情。
而这样一个节日， 除了亲人团
聚、围炉夜话之外，更是向子女
传承家风家教的好时机。

不管历史时代怎样变迁、地域文化
如何差异、家庭构成有何不同，好品质、
好家风总是能够代代传承。 像爱国保
家、忠孝廉节、勤俭节约、积德行善、诚实
守信等这样的家训家风， 从古至今一直
被传承，已然成为中华民族的价值认同，
也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丝丝相扣。

“教训子女，宜在幼时，先入为主，
终身不移。 ”在过年全家团聚的时刻，家
长给孩子说说过去的故事、讲讲传统的
习俗， 教导后辈子孙如何为人处世、修
身齐家， 往往能对孩子起到潜移默化、
润物无声的作用。

古语云：“以身教者从”。 家训家风
的传承，言传固然需要，但更要注重的
是身教。 吃年夜饭时，不浪费饭桌上的
每一粒粮食，勤俭节约的好家风便能给
孩子留下深刻印象； 大年初一拜年时，
晚辈给长辈行礼，孝老爱亲的好家风便
传承下来；出门游玩逛庙会，随手帮助
身边的人，助人为乐的好家风便自然延
续下去……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
的第一所学校。 ”这个春节，给孩子们说
说家风，让优秀文化代代相传，让年过
得更有意义。

拜年前要提前预约， 以免和
其他来拜年的客人“撞车”，或主
人也出去拜年而空跑一趟。 预约
时间最好多给对方一些选择的余
地，不要自己单方面定时间，共同
约定的这个时间， 最好以双方都
比较方便为宜。

拜年都是要备一些礼品的，
可以根据拜年对象来选择得体的
礼品。如果对拜年的对象很了解，
可以投其所好， 选择对方喜欢的
礼品。如果不太了解，可以选择牛
奶、水果、食品等比较实际的东西。 如果
拜年的对象家里有小孩，可以适当选择
孩子喜欢的礼品，如零食、玩具，或者准
备红包。

常言道：“过年言好事， 出口称吉
祥”。 新年里要多说吉祥、友善的话，对
初见或不太熟悉的人，要赞美对方的气
色、健康、谈吐，不要一直滔滔不绝，而
要多给别人讲话的机会， 学会倾听；对
年龄相仿的人， 要多赞美对方的事业、
穿着打扮、家庭关系；对别人家的孩子
要多赞美聪慧、学业、礼貌懂事。 总之，
要多谈开心、快乐的事，少聊负面、消极
的话题，不抱怨、不发牢骚。 即使和对方
非常熟悉或亲密，开玩笑或调侃也要掌
握好分寸，适可而止。

借拜年行礼、餐桌礼仪，给孩子立下尊老敬老、感恩长辈的“规矩”；在包饺子、贴春联等家务
参与中，让孩子切身感受劳动之乐；面对“春节红包”，教孩子如何接受、怎么处理……春节，是几
代同堂的亲情团圆，也是家庭教育的最佳课堂、优良家风的传承契机。

问候礼仪
中国人的传统习惯里， 春节期间走

亲访友不可少， 爸爸妈妈们可以事先教
会孩子春节问候手势：抱拳作揖，以及看
到亲朋好友微笑打招呼。

传统的拜年手势自古男女有别，标
准的男子作揖姿势是右手成拳， 左手包
住，手腕挨紧，并前后摇动。 因为右手是
攻击手，要包住以示善意。 女子则相反，
但女子不抱拳，只压手，手腕不要挨着，
并前后摇动。

在祝福语方面， 家长可以教会孩子
说“恭喜发财”“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之类的吉祥话和祝辞。

餐桌礼仪
春节有团圆的意味， 一家人围坐一

桌吃饭，教孩子等长辈落座再动筷子。同
时， 好吃的东西别独享。 吃完饭后放下
碗，有礼貌地说“请大家慢用”。

用餐卫生也要注意。 有的孩子吃饭

喜欢挑来拣去， 家长们要记得和孩子
说：“吃饭时， 我们取菜要取自己面前
的，看准再夹，不要翻来覆去抄。 带汤
汁的肉菜更要小心夹， 以免溅脏了衣
服。 ”

待客礼仪
对待客人要亲切。客人到家里来，家

长要引导和鼓励孩子亲切、主动地叫人，
和客人打招呼。客人进屋后，大一点的孩
子可以做些简单的招待工作，如：招呼客
人坐下、给客人倒茶水等。

大人讲话莫插嘴。在大人谈话时，要
让孩子明白安静地做自己的事， 来回走
动和随便插话都是不礼貌的。

做客礼仪
领着孩子去别人家做客，进门后，家

长要引导孩子在问好之后主动把脱下的
鞋子摆整齐。 当孩子受到招待时记着让
孩子说“谢谢”。

孩子的天性就是好奇， 在陌生的环

境中更是如此。 家长应告诉孩子不能随
便乱动别人的东西， 如果想玩玩具或看
书， 一定要经过主人的同意。 在玩过之
后，记着让孩子把东西放好。

交际礼仪
主动分享别吝啬。当有小客人时，大

方地拿出玩具和小客人一起玩， 会让小
客人格外开心。 客人走时家长可以领着
孩子送客人一段， 教孩子说：“和××说
再见，有空再来！ ”春节期间也是教育孩
子与人和睦相处的好机会， 让其在与人
交往中学会谦让、分享。

红包礼仪
接过红包要致谢， 红包不可当面

拆。 长辈给红包的时候，宝宝们要双手
接过并向长辈们说谢谢。 如果宝宝太小
还不会做， 爸爸妈妈可以扶着宝宝的
手，双手接过红包，然后带着宝宝一起
说“谢谢”。 接过红包，千万不能当着客
人的面拆开。

过年习俗就是中华民族
灿烂文化中的一部分。在我们
热热闹闹团团圆圆过大年的
同时，如何让孩子在这些年俗
里面学到做人做事的道理呢？
看看下面家长的做法。

祭先祖：血浓于水
家住河南丹江附近的李老师带着

鞭炮和点心、鲜花、纸钱，领着儿子去乡
下祭祖。

来到祖坟地，李老师一边让儿子帮
忙清理祖坟周围的枯草、 树枝等杂物，
一边给儿子讲哪一个坟里住的是哪一
位先祖，从姓名、事迹一一讲起。

祭祖进入第二个程序，李老师边让
儿子帮忙摆放点心、鲜花、纸钱，边念念
叨叨地向“祖宗”们汇报自己一年中的
生活和工作的状况。 儿子也像爸爸一
样，用稚嫩的声音“汇报”了自己的学习
情况、兴趣爱好、自己的理想等，说完
后，一脸的幸福与满足。

放完鞭炮，李老师带着儿子向“祖
辈”们行完礼，带着满满的怀念与亲情，
离开了祖坟。

点评：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农村，祭祖
是过年的重要民俗之一。 祭祖活动是为
了表达对已故亲友的怀念之情， 像李老
师这样带着儿子参与祭祖， 既让儿子对

亲情有了更深的理
解，又能使儿子在了
解逝去亲友生命历
程的过程中对人的
生 命 有 深 层 的 认
识。
压岁钱里有家教

过年时，长辈给
晚辈压岁钱也是中

国的重要年俗之一，小张、小李、小杜三
名母亲在一起谈起孩子压岁钱的事儿。

小张对孩子的压岁钱是全部包收。
为此儿子曾多次哭过， 小张知道自己这
样做有点过分， 但也从没心软给过孩子
一分钱，她怕儿子乱花钱。

小李对于女儿的压岁钱从来不过
问。 可是，因为缺乏管束，女儿用压岁钱
买了时髦手机、和同学上网吧，甚至还到
酒吧去喝酒。 小李生气地说：“这些都是
压岁钱惹的祸!”

小杜听了却说：“我觉得孩子的压岁
钱家长得会引导才行， 我儿子用压岁钱
学会了理财。 ”

原来， 小杜每年都会指导儿子把压
岁钱分成了三份。 第一份(占压岁钱总数
的三分之二)钱是不能花的，母子俩拿这
部分钱一起去银行寻找合适的保存或升
值方式。就拿去年的压岁钱来说，小杜把
儿子 5000 元压岁钱中的 3000 多元买了
银行的分红式理财产品， 在和银行的交
易过程中， 小杜让儿子和自己一起向银

行工作人员做咨询、按利率
算收益、填单子等等。 第二
份是留作给儿子买课外书
和学习用具的钱， 当然，这
部分钱如果不够用，小杜还
会随时拿出钱作补贴；第三

份(这一部分不超过三百元)，可以作为儿
子随意支配的零花钱，不过，对这部分钱
的去向，小杜给儿子也做了约法三章：不
能去网吧、 不能买非正规商家生产的零
食或用具、不能去玩危险的活动。

点评：压岁钱的管理是一门学问，家
长可以将财商教育渗透其中。 从这三个
案例中，我们不难看出，小杜的做法是值
得大家借鉴的。

闹花灯：放飞梦想
正月十五花月夜， 家家户户闹花

灯。 丹江流域有放孔明灯的习俗，这些
习俗是小孩子们最喜爱的。 做生意的赵
先生正月十五中午一吃过饭，就与上小
学的儿子赵小明一起忙碌着制作孔明
灯了。

儿子问：“为什么要放孔明灯？ ”赵先
生说：“这是咱们的习俗， 可以祈福、祝
愿、放飞梦想!”儿子说：“那我可不可以
把自己的愿望写到这灯笼上？ ” 赵先生
说：“当然可以呀”! 在儿子的要求下，赵
先生和儿子一起制作了三个写有儿子祝
福和梦想的孔明灯。

夜晚，赵先生与儿子开始放孔明灯。
那三只写有“爸爸妈妈身体好”“全家幸
福”“小科学家赵小明” 的孔明灯冉冉升
上了天空。

点评： 正月十五闹花灯是过年的重
要年俗之一。 赵先生在和儿子一起制作
孔明灯的过程中，既增进了亲子关系，又
帮儿子树立了远大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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