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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春节，家庭教育也充满“年味儿”。在这孩子们最憧憬也最有文化内涵的节日
里，全家人沉浸在喜庆中，亲子关系也更加融洽，教育也更容易在真实情景中生发。在
这颇具仪式感的“家庭教育课堂”上，作为家长，应抓住合适的机会进行家庭教育，让
孩子们在喜庆愉悦的气氛中为新一年甚至为一生的成长赋能。本期，我们邀请教育工作
者谈谈春节期间的教育契机。

——编者

生活就是最好的教育。北方人的年夜饭中一般都有饺子，且不
说其寓意的丰富性，只说一家人团团圆圆在一起，策划什么馅儿什
么皮儿、蒸煮煎炸就是一次其乐无穷的家庭劳动。如何让家庭劳动
更有教育的味道？其实，“包饺子”活动本身就包含了创造力培养
的“4P法则”——全家人以包出一顿最美味最有意义的新年饺子为
项目 （Project），本着热情 （Passion）、同伴 （Peers） 和游戏 （Play）
的原则投入到其中，对孩子成长而言，就是一次最温暖最幸福的创
造性思维培养之旅。

4P法则出自麻省理工学院米切尔·雷斯尼克教授的 《终身幼儿
园》 一书。他基于自己 30 年的实践研究经验,提出了 4P 法则——可
供参考并可以分步骤实施的创造力培养的思考维度。我们以包饺子
为例，简略解读一下创造力培养的4P法则在生活中的应用。

项目 （Project） ——“项目 （Project） ”一词由来已久，基于
项目的学习 （Project-based learning ） 现在更是如火如荼。以包
饺子为例，一次要在一两个小时之内生产一批具体的、具有实用价
值的固态产品的项目，这其中需要多人分工合作，还需要知道用
热水和面还是冷水、温水和面，醒面时间多长为好，整坨面如何
分割成均匀的小块，包成金元宝型还是向日葵的样子，煮的过程
是否需要冷水浇沸等细节。全链条涉及数学、物理、化学乃至艺
术学科知识，只有交叉应用才可以达成目标——将热气腾腾的饺
子端上桌。

热情 （Passion） ——如何调动全家人参与的热情？不论是三
口之家还是四世同堂，我建议让全家所有人都发表建议和想法，哪
怕讨论一下馅里包钱币还是糖果，这样才能激发一家人对年夜饭极
大的热情 （Passion），而热情和动力更会让孩子们迸发出新的想法，
发展出新的思维方式。

同伴 （Peers） ——在全程包饺子的过程中，无论是一家人头
脑风暴、分工协作、比赛速度还是包馅时的求助，哪怕是中间聊起
了八卦也都是家人之间在一起的面对面的深度沟通和交流。这期间
一家人就是有共同任务驱动的平等的、互补的、相互支持的同伴

（Peers）。这期间一定会少了说教、唠叨的父母，多了动作麻利的榜
样；少了磨蹭、顶嘴的孩子，多了虚心求教加快速度的盟友。

游戏 （Play） ——如果家里有一个“神皮手”（一个人擀皮可
以供得上四五个人包），那就一定会激发出包饺子大赛的游戏

（Play）。最后还可以评出今年的神包手、神摆手 （把饺子整整齐齐
摆好）、神煮手。虽说一家就几口人，但只要父母们能珍视每一次
一家人在一起的幸福时光，孩子就会在这样的游戏中与环境、材
料、同伴、成人的互动中建构起来对世界的理解和经验。

诚如米切尔·雷斯尼克教授在 《终身幼儿园》 中所说，“创造
性思维一直是，并将永远是让人生更有价值的一个核心部分。”带
着创造性思维去生活，不仅可以带来经济回报，而且可以带来快
乐、充实感、目标感和意义。掌握了这个原则，包括包饺子在内
的很多家庭活动都可以变成创造性思维训练的契机，家长在潜移
默化中培养出有创造力的孩子，相信是每个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
新年礼物。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儿童发展与家庭教育研究院副
院长）

团圆饺子中的创造性思维培养团圆饺子中的创造性思维培养
李浩英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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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古以来被称为“礼仪之邦”, 在当代文明社会, 更应当
重视礼仪教育。在当前疫情尚未彻底结束，“就地过年”显得十分必
要。“就地过年”并不意味着排斥亲情与团聚，“线上拜年 见屏如
面”“跨越时空 线上团圆”，在这个5G的数字化时代，即使相隔千
山万水，利用互联网与亲朋好友，通过电话、视频问候，同样可以让
家人体会浓浓的年味，感知浓浓的温情。家长可利用这个机会，教会
孩子“云拜年”的礼仪，培养有礼貌有修养的好孩子。

尊重原则。作为社交活动中的基本准则，尊重主要通过称呼、语
气、谈吐、姿态来体现。称呼是否得体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决定了交流
的成败，要避免“不称呼”“太亲昵”令人心生厌恶的开场方式。此
外，语气亲和，不造作，不生硬；谈吐文雅，不失礼，不粗俗；姿态
谦逊，不卑微，不嚣张；把持边界，不打探，不评判，可以使交流双
方感到心情愉悦，增加彼此间的亲密度和幸福感。

适度原则。“云拜年”的主要途径为言语交流，说话适度，即适
势而谈、适量而说、适中为妙。适势就是要适应所处的状况与形势，
教会孩子考虑对方的处境与心境，不能单方面强调自我需求与感受。
适量就是要有分寸，要掌控说话的多少与时间长短。适中就是尽可能
保持中立，不偏不倚，使大家都能接受。俗话说：“饭要七分饱，话
留三分好”说的正是这个理儿。

宽容原则。宽容是气度，更是修养。不纠结于过往，不拘泥于是
非，不徘徊于得失。特别是拜年之时，不翻旧账，不念旧恶，不道是
非，宽容了别人，善待了自己。教会孩子常怀感恩之心。

“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礼仪教育的基础在家庭，关键更在家
长。春节期间，父母要以身作则，榜样示范，让孩子从谈吐举止开
始，提升综合人文修养。

（作者单位：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教育局）

“云拜年”里的家庭礼仪教育
马喆

“每逢佳节胖三斤，仔细一看是公斤。”每年春节过后，朋友圈
都会出现这样调侃节日不健康饮食的顺口溜。其实，不只是成年
人，对于成长中的孩子们来说，春节期间大鱼大肉、炒炸煎烤，家
庭中的“厨神”逐一亮相大显身手，也是孩子非健康饮食习惯养成
的“危险期”。

在家长尤其是祖辈眼里，孩子白白胖胖是福相；可在医生眼
里，肥胖是不健康的表现，不论年纪大小，都需要控制和干预。早
在 2013年，世界卫生组织就把肥胖定义为疾病了。近年来的研究发
现，成年人的一些慢性疾病往往与儿童和青少年期的不良饮食行为
有关，因为饮食而引起的疾病多种多样，如肥胖、糖尿病、高血
压、动脉硬化、痛风之类的疾病，最终可能会导致心梗、中风甚至
是肿瘤。

暂且不说长远，肥胖对孩子当下的学习生活也带来诸多困
扰。国家心血管病中心阜外医院心脏康复中心创始人冯雪医生把
肥胖对孩子们的影响归纳为三类：第一，肥胖会影响孩子身高发
育。脂肪细胞的过度增加会引发内分泌失调，从而导致孩子过早
发育，骨骺线提早闭合，过早停止长高；第二，肥胖很大可能会
伴随一生。这和脂肪细胞的特性有关，青春期及以前的发胖是脂
肪细胞数量的增加，成年后的胖瘦只是脂肪细胞体积的改变。小
时候胖的孩子会携带更多的脂肪细胞，即便成年之后瘦了，细胞
数量都不会减少，从而成为“易胖体质”，因此他们不仅减肥更
难，而且更容易反弹；第三，肥胖会带给孩子更多心理上的问
题。一些学校的健康调查显示，肥胖的孩子更容易被戏弄、被欺
负、被嘲笑，这会让孩子因为得不到同伴支持而自卑、敏感、厌
学，甚至自暴自弃。

在所有减肥方法中，全球科学家公认的首选方式是生活方式干
预。不论年纪大小，家庭中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尤其是饮食、睡眠
和运动方式，都是管理体重和生命健康的第一要义，但科学饮食理念
容易被忽视。

春节期间，菜肴丰盛，食育教育正当时。家长可利用此契机对
孩子开展“春节食育”。面对各式各样的菜肴，告诉孩子食材来
源、制作过程、营养价值，以及怎样吃、吃多少更健康等知识。在
连续强化教育中，潜移默化地使孩子们认识偏食的危害，并自觉做
到膳食平衡。儿童从小接受了“食育”后，就能将健康的饮食习惯
延续终生。所以，新春伊始，和孩子一起开启餐桌上的“食育课
堂”吧。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儿童发展与家庭教育研究院）

春节餐桌上的“食育课”
赵莹莹

近日，河南省直工委和省妇联组织
的 2020 年第四季度“河南省最美家庭”
评选活动中，河南省政协机关刘桂林家
庭因教子有方的突出事迹而榜上有名。
刘桂林家庭和美、教子有方，自创“大
树教育理论”，并出版 《编织摇篮》 一
书，用爱、理解和尊重帮助女儿王宸克
服困难、坚守音乐、追寻梦想，成功将
她培养为中国首个钢琴、打击乐双专业
优秀青年演奏家，倾力支持她在世界音
乐舞台上绽放光彩。

谈起心得，贯穿刘桂林夫妇家庭教育
全过程的是一个“爱”字。女儿王宸自小
对音乐敏感，在刘桂林夫妇的支持下，王
宸自 5 岁开始走进钢琴的世界。5 年后，
为了帮助女儿考入专业学校继续深造，刘
桂林每周末带着女儿坐夜车往返 20 多个
小时从郑州到北京上课，2年的坚持终于
迎来了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的招考。然而，
王宸并没有如愿考上挚爱的钢琴专业，但

由于钢琴弹奏出色，她被打击乐专业录取
了。学校规定学生不能修双专业，女儿在不
能专业学钢琴和打击乐零基础的困境中痛苦
万分。刘桂林鼓励她“不要被挫折击垮，要
用勤奋和毅力勇敢地站起来”。在母亲的感
染下，面对时间的缺乏和老师同学的质疑，
王宸没日没夜地开始了两种乐器的练习，困
难面前，母亲用温柔的爱和坚强的力量做后
盾，高中读完，王宸的钢琴演奏更加精进，
打击乐也获得了年级第一名。

毕业后，女儿打算出国深造，但是，同
样因为美国音乐学院不招收双专业，她的梦
想再一次被抛入谷底。刘桂林化解着孩子的
不甘和痛苦，鼓励孩子努力争取。终于，等
来了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双演奏专业全额奖学
金破格录取的通知，曾让王宸绝望的双专业
逆袭成了她最大的优势。

女儿的脚步越迈越宽，刘桂林继续用爱
默默地陪伴支持她。在美国攻读音乐学士、
硕士、博士期间，王宸成为世界音乐大师李

斯特和传奇钢琴家克劳迪奥·阿劳的传人，
她遍访世界音乐大师，成了学贯中西、独具
风格的青年演奏家，为中国留学生赢得了世
界的点赞。

用音乐感染人心、传播能量、回报社会
是刘桂林对女儿的要求，她鼓励女儿积极参
与社会公益活动。在母亲的教育下，王宸多
次在国内外为学校、敬老院、社区、孤儿院
的老人、盲童、农民工子弟等进行义演；多
次参加欧洲艺术节、哈佛大学、亚洲音乐盛
典、联合国等组织的义演；在汶川地震、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重大节点，担任艺术指导
为汶川灾区募集善款150多万元全部捐献给
河南省红十字会，参加北京卫视等多家媒体
举办的“把爱传递——全球华人青年音乐家
接力音乐会”支持全球联合抗击疫情，让世
界听到中国好声音。

音乐少年终在家庭的厚爱中羽翼丰满。
如今，王宸除了在专业上有好的造诣外，还
被选为联合国全球青年领导力基金会理事会
理事和首位华人艺术代表、“和平的旗帜”
世界儿童呼唤和平系列活动形象代言人、中
华儿童文化艺术促进会专家委员会专家、

“中华未来领袖”行动计划发起人，获得
“中国关爱公益杰出贡献人物奖”、联合国
“全球青年领袖奖”等荣誉。

“最美家庭”中的家庭教育经
李思雨 本报记者 王有强

一年之计在于春。春节，这个辞旧迎新的节日，往往被中国人作
为新一年真正的开端。俗话说，任何没有目标的航行都是逆风。家长
与孩子的航道虽不同，但却共同航向远方。因此利用春节这个契机，
家长可以与孩子一起规划未来，让规划梦想为成长赋能。

与孩子共同规划梦想，不是要求孩子怎么做，也不是给孩子“布
置作业”，而是让孩子统筹考虑自己的实际，也考虑未来，计划未来
一年可以完成的任务。由于孩子还小，对未来估计不足，所以父母可
以先谈自己的规划。家长明确告诉孩子，自己未来一年的规划是什
么，是基于什么来规划的。然后再告诉孩子，为了完成这项的规划，
保障措施是什么，自己的优势何在，劣势何在。规划的意义在于实
现，任何不能实现的规划都是空想，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家长
最后要告诉孩子，应该如何才能实现规划。在此基础上，让孩子畅谈
自己的新年规划，并一起在讨论中商定。

与孩子规划新的一年时，父母亲一定要把握好适度的原则。规划
是美好的，但规划的本质在于去实现，一步步去努力，用梦想的力量
召唤孩子努力前行。所以，家长在让孩子做规划时要切合实际，即：
孩子通过自己的努力，是可以实现的，“跳一跳就可以摘到桃子”。到
年底总结时，让孩子有收获、有欣慰、有成就感。

与孩子规划新的一年时，父母亲一定要把握好全面的原则。因为孩
子总是受老师与父母的影响，紧紧盯住分数，这样的规划就没有任何意
义，因为考试的分数并非仅仅孩子的努力可决定，有时试卷的难度也会
左右孩子的分数。所以规划要从锻炼身体、阅读书目、习惯养成、家务劳
动等方面进行规划，并且要用概括性的语言，指定一个大方向。

与孩子规划新的一年时，父母一定要做好思想动员工作。规划在
前，实践在后。实践过程中，各种现实的困难甚至是想不到的意外都
会出现，在这样的情况下，坚守自己的规划不动摇，克服困难前行，
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考验一个人意志品质的关键时候，也是磨炼一个人
毅力恒心的关键时候。因此要在规划时就充分地预设困难，这样在实
践中就不太会气馁，能迎着困难继续前行。

（作者单位：杭州市余杭区太炎小学）

新年新规划，让目标为成长赋能
张自恒

春节期间，各种电视节目丰富多彩。今年由于不能外出
旅行，孩子们的大多数时间在家度过。居家时间多了，电
视、手机等屏幕时间也随之增多。因此，在春节期间，一家
人在休闲娱乐时，家长要特别注意孩子的体育锻炼和视力健
康问题。如何在春节让孩子树立健康意识？可从以下三个方
面注意——

阅读书写莫过度。今年春节由于不能外出旅行，不少人
选择了给孩子一个“书香春节”。让新春充满书香气息，是
非常美好的，但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家长要给孩子的阅读书
写创造良好的视觉环境，还要让孩子养成科学用眼的习惯。
每过半小时向窗户外面远眺一会儿，或者做做眼保健操，避
免使眼睛过度疲劳。

户外运动不可少。春节期间，建议家长加大与孩子的户
外活动时间。在户外休闲互动中，既锻炼身体，还能增强亲
子关系。在户外阳光下运动，可以提高人体对环境的适应能
力，促进钙吸收，增强免疫力。户外运动中，自然光的明暗
变化和眼睛看远处、近视景物的变化都会对视力产生丰富的
刺激，有助于防止近视的形成、控制近视的发展。

休闲娱乐形式多。尽管受疫情影响，很多娱乐场所不营业，
但是家长仍然可以和孩子一起安排丰富多彩的娱乐生活。一家
人逛逛公园，静静地欣赏一下平时难得静下心来欣赏的一草一
木、一枝一叶，或者边散步边聊天，品味亲情的甜蜜；和三五好
友一起爬爬山，细细体会冬日暖阳下海拔一点点上升带来的喘
息和开阔，或者来一场球类比拼，感受久违的汗流浃背。总之，
用多彩的活动填满时间的空白，自然而然地就减弱了电子产品
对孩子成长的影响，也让喜庆的春节充满健康的味道。

（作者单位：教育科学出版社）

过个“心明眼亮”的健康年
宫美英

中华文化灿烂悠久。尤其是作为中华传统节日的新春佳
节，以庄严的仪式感、盛大的喜庆感、家人的参与感而根植于
中华民族的记忆中，具有无可替代的传承性。由于城镇化、现
代化水平的不断提升，人口大迁移消弭了地域传统文化的影
响力，不少传统节日的仪式感逐渐变淡，一些传统习俗逐渐丢
失。新生代的孩子对传统节日习俗的了解、传承，也呈现了阶
段性的断层。而由于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和融合，我们的家
庭文化也经受着前所未有的考验。因此，趁着春节这一段难得
的时机，给孩子普及中华优秀传统节日的文化习俗，向孩子传
承具有时代精神的“家文化”，十分有必要。

在实践中，让孩子感受中华节日的独特魅力。因疫情防
控需要，今年我们倡导“就地过春节”。在此背景下，家长
可根据所属地方的春节风俗，给孩子创造一个“中华传统”
新年的实践体验机会。一家人一起打扫卫生“除旧迎新”，
亲子下厨“做饺子、包汤圆、炸丸子”，在“剪窗花、贴对
联”中既锻炼手工，又传承习俗……参与这些有趣有益的活
动，定会让孩子在实践中领略传统节日的文化魅力。

在参与中，塑造积极向上的“家文化”。家庭，作为社会的
基本细胞，在传承优秀中华文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阖家团圆
之际，家庭中不妨开一次“新春家庭恳谈会”，邀请长辈讲述家
族奋斗的历史，让好家风传承；晚辈可总结一下工作的得失，
谈谈新年愿景，给孩子树立榜样；孩子也谈谈学习所得和新年
展望；全家人在喜庆祥和的氛围中也可以畅谈小家与大家的
关系，让孩子明白“家是最小国，国是最大家”的道理……亲情
在交谈中融洽，家风在交流中传承，家文化也会在恳谈中得到
滋养。沉淀即文化，年年总结、年年沉淀与发展，“家文化”就会
得到建设。一句话，趁着春节，让传统节日文化根植孩子心中，
让“家文化”从此发轫、传承。

（作者单位：广州市白云区培英实验学校小学部）

节日契机树家风
周世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