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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传统文化学习逐渐升
温，一些课外机构甚至专门开设了
传统文化培训班，意在让孩子从小
扎下传统文化之根。这些培训班开
展诵经典、穿汉服、挂佛珠、赏茶
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热闹非凡，
让人仿佛置身于汉唐盛世。

然而，细细反思会发现，这些
所谓的传承传统文化活动，相当一
部分是把传统文化当作一种牟利工
具或一种幌子，并没有真正领会传
统文化的传承之道，有些甚至是背
道而驰。其实，学习传统文化，不
必非得上什么培训班，生活中处处
有传统文化。如果父母细心加以指
导，在玩中学，借力打力，就会发
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假期是学习传统文化的绝佳时
段。如春节期间家庭团聚，父母可
以结合饮食或礼俗，为孩子上一堂
生动的传统文化课，让孩子明白春

节的由来、习俗及其演变。给孩子
讲讲对联的由来，贴对联的讲究，
精彩的对联故事；讲讲放鞭炮是庆
祝新年起始，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
鞭炮等。父母给孩子说故事，道历
史，讲礼仪，也可以用唱诵的方
式，诸如“二十三，糖瓜粘；二十
四，扫房子；二十五，磨豆腐；二
十六，炖大肉；二十七，宰公鸡；
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
头；三十晚上闹一宿”的童谣，朗
朗上口、趣味十足，就是很生动的
传统文化教育。

我国的传统节日背后是悠远的
农耕文化，都有着一段好玩的故
事。除了春节、元宵节、中秋节、
重阳节等节日，二十四节气讲出来
也都是非常动听的故事。这些故事
和礼俗都植根于传统文化中的精
华，承载着民族性，印刻着我们的
文化传统和精神密码。新阅读研究

所所长梅子涵主编的 《中华民族奇
幻故事集》，讲的就是中国 56 个民
族的故事，不仅有各个民族的由
来、风俗和特点，还包括独属于该
民族的传说故事。父母跟孩子共读
或引导孩子看看，就是一次很好的
传统文化亲近之旅。

猴年春节期间，哲哲读了几本
常新港的“十二生肖”系列故事，

《小蛇八弟》《一匹倔脾气的马》 和
《我们属龙》 等，看得津津有味。我
还经常给他讲一些我知道的乡村往
事。一次，偶然聊起以前有的人家
比较穷，就甩鞭子制造出巨大的声
响，以自己的方式迎接新年。哲哲
听了很好奇，问我：“爸爸，鞭子能
甩那么响吗？”我告诉他，普通的鞭
子确实甩不出巨大的声响，但加了
鞭梢就可以。哲哲不知道鞭梢是什
么东西，怀疑是否那么有效。于
是，我特意做了一个鞭子，还抽了

一根皮质的鞋带绑在鞭子的末端，
让他倾听两次甩起来的不同声音。
带鞭梢的鞭子甩起来果然山响，声
音也更脆。小家伙很高兴，禁不住
跃跃欲试，小院里荡起不小的回声。

我很喜欢也很怀念小时候听祖
辈讲乡村的故事与习俗的岁月。例
如，过年时每个人都要说吉利话，
不小心打碎了碗，不能说“打”，而
是借与“碎”同音的“岁”，说一句

“岁岁平安”。蒸馒头如果裂了口，
也不能说“裂”，而应说馒头“笑”
了。父母可以对照赵镇琬主编的

“幼学启蒙”系列讲这些习俗，其中
既有家喻户晓的民俗故事、节日故
事、名胜传说，还有与古代名医等
有关的故事。图文对照，使中国的
民俗风情更加清晰可感。接力出版
社的“我的趣味汉字世界”系列，
聚焦一个个有趣的汉字，不仅讲述
了词语背后的文化趣闻故事，也道

出了汉字背后丰富的历史文化。例
如，甲骨文的“年”字，就像是人
头上顶着沉甸甸的谷子，预示着庆
祝丰收的习俗。把这些节日礼俗讲
给孩子听，过年想必会更有味道。

中国的民俗多反映着生活在这
片土地的老百姓最朴素的生活与愿
望，即一年到头享受丰收的喜悦，
忙里得闲，平安中求吉祥。这与中
华民族的精神内核是一脉相承的，
或者说就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读
懂了这些，也就读懂了中国。

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之魂，是
我们每个人身上抹不掉的基因。尽
管随着时代变迁，传统文化已经渐
行渐远，越来越淡，有的甚至已经
消失，但这不能成为我们漠视的借
口。在庆祝节日的当口，父母以讲
述、行走或动手制作的方式，给孩
子上一堂传统文化课，才能留住我
们的根、我们的魂、我们的未来。

解读节日习俗中刻印的精神密码
本报记者 张贵勇

相信很多人小时候都读过安徒生的童话
《老头子做事总是对的》，讲的是一个年老的农
夫骑着马打算去集市上卖点钱或者交换一点东
西，先是换了一头母牛，然后用母牛换了一只
羊，又用羊换了一只鹅，然后是一只鸡。这还
不算完，最后他居然用那只鸡换了一袋子烂苹
果。两个有钱的绅士打赌他回家会被老婆结结
实实地打一顿，老头子却说：“我将会得到一
个吻，而不是一顿痛打。我的女人将会说：老
头子做的事儿总是对的。”

结果两个绅士输了打赌的 112 镑金子。因
为老太婆跟老头子对话时，每次都认为换的东
西是她想要的——有牛奶、黄油和干奶酪吃
了！有羊奶、羊奶酪、羊毛袜子了！过节的时
候可以真正有鹅肉吃了！可以养一大院子的鸡
了！有一袋子烂苹果可以借给隔壁吝啬的女人
了⋯⋯说完就给了老头子一个响亮的吻。

在童话的结尾，安徒生说：“如果一个太
太相信自己丈夫是世上最聪明的人，承认他所
做的事总是对的，她一定会得到好处”。

这个童话虽然没有讲到亲子关系，但老头
子和老太婆彼此总是考虑到对方的需求、凡事
相信对方爱的动机，实际上透露了一个家庭教
育的奥秘：男人是家庭的头，女人是男人的帮
助者，妻子愿意顺服丈夫是一种智慧，不仅对
自己有好处，更是对子女的祝福。

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是夫妻恩爱，现在逐渐
成了人们的共识。有心理学研究者总结了不恩
爱的夫妻之间的“十二杀手锏”，包括指责、辩
护、冷战、蔑视、经济封锁、赶出卧室、性惩罚等，
据说西方社会用到前 4 招就有九成家庭会解
体，而中国家庭哪怕用到第 11 招，还能保持无
爱的婚姻。但是，无爱的婚姻中最受伤害的，是
孩子。

因为孩子天生就会观颜、察色、听音、读
心，像雷达一样接受父母内心真实的信息，再
小的孩子都能觉察到父母关系中极其微小的疏
离因素。夫妻关系差，甚至比给孩子脑袋一闷
棍伤害更大。很多人长大之后不知道什么叫
爱，也不知道如何去爱，就是因为成长过程中
缺乏父母关系和睦的稳定性和基本的安全感。

比如有的孩子突然不愿意去上学，说不清
楚原因，就赖在家里。有的孩子突然说身体不
舒服，去医院却查不出病因。实际上是父母有
一方发生了外遇，有时甚至另一方尚未觉察，
孩子就出现了不正常的情况。原来，敏感的孩
子是用病态的方式守护家庭的完整性，在潜意
识的支配下试图把父母从婚外情中挽回来。

良好的夫妻关系可以让孩子感到被爱、被
尊重、更自信。而孩子出现厌学、迷恋游戏等
情况的家庭，父母的教育理念往往存在很大分
歧。孩子问题越严重的家庭，父母分歧越大，
甚至毫不掩饰地当着孩子的面互相指责、互相
贬损。几乎可以说，不管孩子哪个方面出现异
常，都可能是父母关系和家庭氛围出了问题。
要想从根本上去除孩子的病症，该吃药的不是
孩子，而是家长。

古今中外所有的名人传记中，母亲的特点
都是温柔、贤淑、善解人意，坚强、善良、有
主见，默默奉献、毫无怨言⋯⋯其中没有精明
强干，没有说一不二，没有妇女要顶半边天！

再看看我们周围的亲朋好友，真的不难发
现，如果一个家庭的位序对了，丈夫得到妻子
的尊重，妻子愿意顺服丈夫的权威，家庭角色
各归其位，家庭关系一般都很和睦，养出的
孩子往往男孩能顶事、女孩很温柔。这就是安
徒生所说的“相信自己丈夫聪明，承认丈夫所
做的事总是对的”智慧的妻子得到的好处。

反之，厉害、强势甚至强悍的母亲轻视丈
夫，不懂得在孩子面前维护丈夫的威信，事事
自己出头，不甘于做贤内助，就盼不来丈夫成
为顶梁柱。后果正如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阿德
勒所说，“女儿可能模仿她，变得刻薄、好挑
剔；儿子则始终站在防御的地位，怕被批评，
尽量寻找机会表现他们的恭顺”。

也就是说，母亲过于强势，容易导致儿子
缺乏男子汉气概，遇事一味附和别人，缺乏自
己的判断；性格懦弱，缺乏责任感，遇到问题
总想逃避，长大以后往往会娶一个像母亲那样
强势的妻子。女儿就很有可能复制母亲暴躁的
脾气、颐指气使的态度，不仅会对父亲傲慢无
礼，对今后的丈夫也会横加指责，成为下一代
的强势母亲，殃及后代。

所以生活中我们很容易看到，有的妻子实
际上取代了丈夫的地位，既能干又肯干、既付出
又抱怨，为家人做了一切，却因为自怜和怨恨令
家人难以亲近，甚至会陷入越强势、越付出、家
人越逃避的恶性循环中。家庭教育中一直存在
的父亲缺位现象，多多少少也有父母亲角色错
位的原因，母亲管得太多，父亲逐渐无奈退场。

如果你读懂了安徒生这个童话中的奥秘，
请向这对农村老夫妻学习，顺应家庭位序，让
家庭角色各归其位，把孩子培养成懂得爱、能
够爱、长大后拥有幸福婚姻的人。

妻子不尊重丈夫
最受伤害的是孩子

杨咏梅

爱学习的小船为何说翻就翻
陈青

热点聚焦

传统文化阅读之三

家教主张

中国家长最关注如何让孩子学习好，最喜欢研究如何让孩子
爱学习。殊不知爱学习原本是孩子的天性，每个孩子都是从柔弱
不能抬头的婴儿经历“三翻六坐七八爬”长大的。谁见过懒惰不
肯学走路的宝宝？哪个学龄前儿童不具备“十万个为什么”的求
学精神？实际上，孩子爱学习不是成人培养出来的，不爱学习才
是成人培养出来的。所以生活中常见的现象是，孩子越大越不爱
学习，家长越努力培养孩子越不爱学习。

不爱学习的孩子，是父母用打击法、期待法和包办法培养出
来的。

对孩子严格要求的父母常用打
击法，具体操作上有两种类型。

第一种是零敲碎打法，即一一
指出孩子学习过程中所有行为上的
毛病，比如“这个字写得真难看”

“这次考试又比上次差”“你总是写
错别字”等，不断让孩子感受自己
行为上的错、错、错，达到让孩子
失去自信的目的。

第二种方式是整体打击法。儿
童的自我认识依赖于成人的评价，

“你脑子进水了？猪一样”“你就是学
不好数学”“我看你就是不行”“我怎
么生了你这么个娃？”“你跟某某某就
是没法比”等贴标签的方式，不断让
孩子确认自己秉性天赋的差、差、差，
摧毁他的自尊，挫败他的自信。

打击法最直接的效果就是孩子
很快放弃努力，承认“反正我是不
行的”。如果在外人甚至众人面前
使用打击法，摧毁孩子自信的效果
就更加明显。

爱打击孩子的父母特别能发现
别人的缺点，特别擅长批判指责。
因为他们童年时也曾经是个被指
责、被批判的孩子，也被父母贴过负
面标签，对自我是否定的。于是成
年后无论人生是否成功，内在标签
并没有揭除。

这类父母缺乏欣赏自己和他人
的能力，如家庭教育专家郑委所说，
心里装着珍珠的人看到的都是珍
珠，心里装满垃圾的人看到的都是
垃圾。父母如何看待自己的孩子，
取决于他们在童年时被父母认定为
珍珠还是垃圾。

心理学上有个投射原理，人们
会将对自己的不满意投射到他人尤
其是自己的孩子身上。那些给孩子
贴负面标签的父母，其实是将自己
童年被批判、指责时积累的不良情
绪发泄在孩子身上。无数饱受家暴
痛苦的孩子，长大后还会暴打自己
的孩子，原因就是如此。

爱打击孩子的父母往往有个被打击的童年

认为自己的人生很成功或很不
成功的父母常用期待法。比如“我
跟你妈都是名牌大学毕业，你怎么
也得考个一本”“妈一辈子没能上
大学，你要为妈争口气”“爸爸童
年多想学钢琴可惜没条件，你现在
可要珍惜机会”“隔壁阿强总是考
前十，你无论如何不能落在他之
后 ”。父母的期待成为孩子的压
力，压力可以转变为动力，这样的
孩子会很努力。

如果孩子的努力没有达成父母
的期待，多数父母会转用零敲碎打

“打击法”，少数修养好的也难以掩
饰失望和伤心。孩子会因内疚而加
倍努力，废寝忘食也要达成父母的
期待。

当孩子努力达成父母的期待
时，多数父母又会油然而生“你可
以飞得更高”的念头，产生更高的
期待，却不考虑弹簧超越限度的后
果。我的一个大学同学不仅成绩
好，还是校艺术团主演、校运动队

健将、校学生会干部。大三时当选
全校十大模范生，人人赞她前途无
量，基本内定要留校任教。可当父
母告知她表哥考上研究生出国留学
后，她又开始了新的奋斗，每天只
能睡两三个小时，大四时突然精神
失常，治愈后因药物副作用变得肥
胖且迟钝，毕业后分配到一所普通
中学，最终跳楼身亡。

近十几年，中小学生心理问题
直线上升，至少有上百万青少年拒
绝上学，他们不仅厌学，也厌社
交，厌运动，整日呆在家中，沉溺
于电脑游戏不能自拔，甚至心理崩
溃、自暴自弃或与父母严重敌对。
其中出问题最多、最严重的，都是
曾经学业优秀的孩子，父母无上限
的期待让他们不堪重负，生命力呈
现极低的状态。

高期待的父母往往自我价值感
比较低。价值感的高低与事业是否
成功无关，有的人成功却不自信，
输不起，爱计较，于是将填补自己

高期待的父母往往自我价值感低 有爱、有钱、有闲的父母（特别
是全职妈妈）常用包办法，凡事尽可
能包办代替。指导写作业，代为整
理书包，请家教、报补习、选专业，统
统代劳。生活上更是照顾得无微不
至，“你只要安心学习，别的一切都
不要管”，在学校跟小朋友有点小纠
纷也由爸妈出面解决⋯⋯

包办法的三大效果是剥夺孩子
的成就感、失败体验和独立性。

剥夺孩子的成就感，“军功
章”里没有了孩子的那一半，孩子
何来自信？

剥夺孩子的失败体验，也就是
剥夺了孩子提升能力的机会。许多
小学时学习很好的孩子，上了中学
后成绩一落千丈，就是因为父母帮
助学业的能力跟不上了，又没有养
成孩子独立应对学习与生活的能
力。这类父母也许会请家教来延续
包办，但随着学历增高，家教也不
能解决问题。我有许多学生，在父
母高水平的包办下进了国外的大
学，却没有办法毕业。

剥夺孩子的独立性，习惯依赖

父母的孩子无需对自己负责，当然
也没有办法对家庭、对社会负责，
长大难免成为啃老族。独立自主原
本是人类的天性，被包办的孩子被
剥夺了这个天性，依赖父母的同时
却又产生对父母的怨恨。这样的父
母常常很困惑：为什么我对孩子付
出那么多，孩子却不感恩？

父母爱包办，核心问题是自身
安全感不足，有许多害怕，并且将
害怕转为对孩子的担心，将“我需
要保护”变为“你需要保护”。他
们不敢放手让孩子尝试，不敢让孩
子失败，根本原因是自己害怕失
败。比如十几岁了还要与父母同床
的孩子，父母去请教心理医生，医
生一定会告诉父母：不是孩子离不
开你，是你离不开孩子，孩子只好
通过变得懦弱来满足你的需求。

为什么越是家境富裕、生活优
越的家庭，越容易造就无责任感、
无感恩心的孩子？因为孩子对父母
的爱与忠诚是无与伦比的，父母是
孩子最好的催眠大师，相信孩子
行，孩子一定行；不相信他，他一

定不行。
当代中国是一个安全感不足的

国家。无论地位高低、贫富如何，
人们对于未来都有一份不确定的困
惑，家庭伦理也呈下降趋势。全社
会的不良情绪、压力，通过上级转
嫁下级、丈夫转嫁妻子 （或妻子转
嫁丈夫），最后全部转嫁到可怜的
孩子身上，打压了孩子的天性，泯
灭了孩子的天真。

马来西亚著名的家庭治疗师林
文采认为，安全感是信任，而最大的
安全感是信任自己。包办型父母究
其根本是不信任自己，然后将这个
不信任投射到孩子身上。要解放孩
子，父母首先要自我解放，要相信不
管明天发生什么，我都有能力面对。

先贤孟子早就告诫我们，欲行
大事，“有所为而有所不为”。教育
孩子更要认清这一点，生命如一粒
种子，有其自身成长的动力和规
律。在这个急功近利的时代，家庭
教育要做减法而不是加法。

（作者单位：广东省珠海市容
闳学校）

凡事包办的父母剥夺了孩子独立自主的天性

低价值感的需求转移到孩子身上，
通过孩子的成功来证明自己的成
功，而这个没有上限的成功往往是
通过比较来完成的，譬如孩子回家
说今天获奖了，父母会问“全班多

少人拿奖？”假如“全班大部分人
都拿奖了”，这类父母就会说“那
你有啥好高兴的？”

期待法会让孩子丧失对学习的
热情与主动。即使有些孩子终于努

力达成了父母的理想，却丧失了自
己的存在感，潜意识里充满了愤
怒。这种孩子一旦离开父母就可能
再也不主动学习，上了大学也会成
为大学校园里终年闲玩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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