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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
阅人无数，阅人无数不如高人引路。寒假中，我们要
读书，也要行路；要阅人，更要由高人引路。

●读书●
作家严歌苓说：“或许美化灵魂有不少途径，但阅读

是其中易走的、不昂贵的、不须求助他人的捷径。”
这个寒假，我给小学三、四年级的小朋友推荐两本

书：《亲爱的汉修先生》和《小水的除夕》。中学生读什么
呢？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千年一叹》等都是不错的选择。

九年义务教育语文教科书全面改版后，增加了大
量古诗文内容。因此，阅读一些小篇幅的古文，涵养
语感很有必要。《论语》《韩非子》《山海经》《世说新语》
等书籍内容短小有趣，值得一读。

书选好了，怎么读？我认为，每天应尽量在固定的
时间段阅读，读的方式可以多样化。你可以自己安静
阅读，或者做个朗读者为家人朗读，也可以与爸爸妈妈
一起举行接力赛阅读。阅读时，要做批注，写下感悟。

●行路●
回老家时，到村子遛达一圈，或去你印象深刻的

地方，把景色拍下来，再配上一些你的感触话语。
寒假期间，外出访友、旅行时，可以拿支彩色笔画

个手绘路线图。如果你觉得四周太过喧嚣，不妨找个
书店逛逛，看看那些在假期里依然不忘阅读的人们，
安顿一下自己的心灵。

●阅人●
假期中，作为学生，你们不能阅人无数，但是可以

“读读”身边的人。假期中，可以制作一张“心愿
图”。采访你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以及小伙伴们，
看看大家的新年愿望是什么。

此外，还可以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和社会各行各
业的人们交流，体会人们工作和生活的不易，看见人
间疾苦，才懂得闻鸡起舞。

另外，一定不要少了运动。到运动场上跑跑步、
打打球，积极去追求生命的蓬勃生长吧。

●引路●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我认为，身边的榜样力量

最大。跟一个积极向上的人在一起，你能学到很多。
假期里，多和优秀的人在一起，也许他（她）的一席话
就能让你茅塞顿开。除了身边人，我们还可以看人物
纪录片、读人物传记，借他们的光，照亮你前行的路。

青春岁月正芳华，策马扬鞭正当时。请在假期中
储备好能量，向着梦想出发吧！

（作者系儋州市西培中心校南乐小学教师）

寒假的四种打开方式
■ 羊玉秀

“春回大地百花艳，节至人间
万物新。”如此美好佳节，怎能没有
诗的陪伴？和家人欢度春节之余，
再一起读读诗吧。

如果作一个春节古诗词排行
榜的话，王安石这首《元日》可能
会高居榜首，其中所展现的年俗
活动、节日气氛，至今读来仍倍感
亲切。

过年嘛，图的就是个喜庆和热
闹。这首诗的开头就为我们营造
出一种热闹的氛围。“爆竹声中一
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在爆竹声
中，举杯畅饮新酿的屠苏酒，在和
暖春风的吹拂下，告别旧的一年，
实在是一件乐事。就好像我们现
在一家人团聚在一起吃着年夜饭，
其乐融融。

宋代时，燃放爆竹已经很普遍
了。范成大在《爆竹行》中对燃放

爆竹有着详细的描写：“截筒五尺
煨以薪，节间汗流火力透，健仆取
将仍疾走。儿童却立避其锋，当阶
击地雷霆吼。一声两声百鬼惊，三
声四声鬼巢倾。十声连百神道宁，
八方上下皆和平。却拾焦头叠床
底，犹有馀威可驱疠……”

从《爆竹行》这首诗中我们可
以知道，原来燃放爆竹的主要目
的在于驱鬼辟邪。这还源于一个
传说，小时候每逢过年时，大人们
也常常会讲起这个故事。古时
候，有一个凶恶的怪兽叫作“夕”
（年）。每到岁末的时候，这个
“夕”就出来害人，为了制服怪兽，
人们想尽了办法，但最终都没什
么好效果。

后来，人们无意中发现“夕”害
怕红色和响声，于是人们算好了

“夕”来的日子，家家准备好红色的

春联贴在门口，又备好了爆竹，这
就抓住了“夕”的弱点，“夕”就这样
被除掉了。所以就把这一天叫做

“除夕”。当然了，这只是一个民间
传说。但是，从这个传说中，我们
感受到了先民们对于美好生活的
向往。

喜欢喝酒的朋友可能对“屠
苏酒”更感兴趣。在全家团圆的
欢乐时刻，就着饺子，来上两盅
酒，年夜饭也显得更有滋味。古
代过年“屠苏酒”是必不可少的。
比如陆游在《除夜雪》写到：“半盏
屠苏犹未举，灯前小草写桃符。”
苏辙也有“年年最后饮屠苏，不觉
年来七十余。”（《除日》）的诗句。
可见饮屠苏也是一项重要的年俗
活动。不仅如此，屠苏酒还有重
要的功效，就连“药王”孙思邈都
说：“饮屠苏，岁旦辟疫气，不染

瘟疫及伤寒。”
《元日》后两句，主要写迎新。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
符。”新年的阳光似乎也显得格外
耀眼，初升的太阳照耀千家万户。
在新年第一缕阳光下，人们纷纷换
上新的桃符。挂桃符也是一项悠
久的年俗，用桃木板分别写上“神
荼”“郁垒”二神的名字，或者用纸
画上二神的图像，悬挂在门首，意
在祈福灭祸。

根据《东京梦华录》的记载：
“近岁节，市井皆印卖门神、钟馗、
桃板、桃符，及财门钝驴，回头鹿
马，天行帖子。”而今天家家户户
都会贴春联，再贴上几个大大的

“福”字，表达对美好生活的祝愿。
《元日》这首诗为我们还原了

宋代元日的热闹场景，这也是古诗
词带给我们的魅力。

节至人间万物新
——王安石《元日》诗赏析

■ 李静

你的压岁钱，谁做主？
专家建议：财商教育，从压岁钱开始

■ 本报记者 徐慧玲

“先生爸”
■ 莫壮才

“先生爸”，是我堂叔，也是我们小学五年级的语文老
师。五年级毕业时，每个大队都办起了初中。我们就在
家门口直接读初中，“先生爸”继续教我们初中语文。

“先生爸”，这个称呼是有缘故的：先生，自不必说
了，就是老师；爸，指代威严的父辈。村里的长辈们允
许“先生爸”对我们家规教鞭并用。

“先生爸”，是我们村第一个师范生。凭他当年的
学习成绩是可以上大学的，但长辈们希望他读中师，然
后回村里当老师。我们村有重教传统，明代起私塾经
久不衰。但是，“先生爸”中师毕业后被分配到外地任
教，15年后才回到村里当我们的老师。

“先生爸”说，学语文，要活学活用；写作文，要会抓
情景。有了创作灵感，就有了想象力和作文的冲动。

那个年代没有电视，看电影成为我们的奢望。一
天，学校操场播放了电影《英雄儿女》。第二天，“先生
爸”让我们以电影为题，写一个观后感。虽然已看过
很多遍，但王成的英雄形象还是让我们激动不已。情
感所至，笔下生力，我是第一个交卷的。“先生爸”马上
开始看了起来。我走出教室时看到他紧锁的眉头向
额头两边散开了，还不时点点头。

过了两天，上自习课时，班长走过来，说“先生爸”
让我过去找他。我心里有些忐忑。“先生爸”见我紧张
的样子，脸上堆起难得的一笑：“这次作文写得不错，
待会在课堂上读一下。”

读完作文，许多同学向我投来赞许的目光。“先生
爸”开始点评了：“这篇作文好在哪里呢？”课堂上一时
没人回答。“英勇的王成，像我们飞上‘牛剪迹’（乡语，
意为牛背）那样跳出战壕，又像老鹰捉小鸡那样冲向
敌群。”“先生爸”点评道，这篇作文用作者的亲身感
受和直观比照的手法描写电影画面，很难得。

读初一那年，“先生爸”给我们开小灶——读《水
浒传》。我们的家乡在万泉河畔，溪流纵横。三四岁
时，我们就学会了游泳，这也是“先生爸”教的。我们
联系实际读《水浒传》，自然对“浪里白条”张顺肃然起
敬。一年暑假前夕，来了一场雨水。面对有些汹涌的
边头园沟溪流，我们斗胆建议跟“先生爸”下去比试一
下。“先生爸”自然不把我们几个“小子屎”（乡语，意为
小孩）放在眼里，跳进水中。

上岸后，“先生爸”意犹未尽，感叹我们的泳技大有
长进，然后又让我们对刚才的情景用成语造句。“狗叔”
抢先来一句：“后来者居上”。宁弟也不甘人后：“青出于
蓝，而胜于蓝。”我接着说：“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有人说，文科好的，理科可能就弱。我的体会是：不
尽然。良好的语言理解能力和逻辑推理能力是学习数理
化的良好动能，我在读本科和研究生时体会都很深。

积土而为山，积水而为海。师从“先生爸”这几
年，不经意间我们的中文水平进步不小。想到此处，
我对着故乡的方向，遥寄对“先生爸”的美好祝福。

鸡蛋羹

■ 袁婉瑜

我们班每个周末都有一项实
践作业，前段时间的实践作业是
学做菜，老师称之为“舌尖上的作
业”。最近的“舌尖上的作业”是
做鸡蛋羹。鸡蛋羹是什么呢？我
从来没有吃过。幸好老师给我们
发了菜谱，可以照着做。

做鸡蛋羹，首先要准备鸡蛋
和葱。打鸡蛋我已经很拿手了，
将鸡蛋在碗的边缘轻轻敲一下，
鸡蛋壳就会出现一条缝，用手把
缝掰开，蛋黄和蛋清就掉到碗
里。鸡蛋黄像一个小太阳，真可
爱。接着放入少量的盐，再用筷
子搅拌鸡蛋。搅拌好后，再拿出
一个碗，倒入温水，不能是凉水，
当然更不能是热水，再放入少量
蚝油，用筷子来搅拌均匀，然后把
搅好的水倒入蛋液里，顺时针搅
拌，准备工作就做好了。

锅里倒进清水煮开后，把火
关小，把蒸笼放进锅里，再把装着
蛋液的碗放进蒸笼里用锅盖盖
住。蒸时，锅盖要留一点缝，大概
蒸 10—20 分钟。接着再把葱洗
干净，切成葱花备用。切好葱花
后，隔着玻璃锅盖，我看到蛋液已
经蒸熟，变成了淡黄色，就像黄色
的果冻一样。“熟了，熟了！”我高
兴地喊着，赶紧关火，然后在鸡蛋
羹上倒一点油，撒上切好的葱
花。哇，黄黄的鸡蛋羹配上绿绿
的葱花，太好看了！

大功告成，美味又好看的作业
——鸡蛋羹做好了，你是不是很想
吃呢？

（作者系澄迈县金江中心学
校四（4）班学生，指导老师：曾
蕊）

每逢春节，孩子们都会收到长辈给的压岁钱。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不少家庭的孩子收到的压岁
钱也“水涨船高”。让许多家长感到头疼的是，有的孩子收到压岁钱后缺乏规划，大手大脚胡乱花费。

那么，家长应该如何引导孩子合理使用压岁钱？有专家认为，压岁钱的使用方式，透露出孩子对钱最初始
的概念，也反映出父母的价值观。孩子的财商教育，应从压岁钱开始。

《元日》
宋·王安石

爆竹声中一岁除，
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
总把新桃换旧符。

品读嘉宾：
李静，吉林大学文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古代文
学教研室主任，北京大学博
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
后，主要研究方向为唐宋文
学、词学。

培养财商，从压岁钱开始

“压岁钱饱含着长辈对晚辈美
好的祝福和关爱，首先要让孩子

明白压岁钱的含义。此外，还要

让他们明白压岁钱并不是一笔意

外‘横财’，在使用时要学会感恩

与节俭。”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大

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心主任许素

萍说。

海南中学三亚学校教师林德

武认为，孩子的压岁钱由谁管、怎

么花，是理财教育的重要内容，不

仅孩子应该学习，家长也应该学

习。

“家长应该从压岁钱开始，从小

培养孩子的理财意识和能力。”三亚

市第九小学副校长宋斌麒说，收到

压岁钱后，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记

录每笔压岁钱的数额和来源，并制

定使用计划，“可以用来购买学习用

品或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例如上

绘画班，学习唱歌、跳舞，外出旅游

等。”

林德武认为，不同年龄段的孩

子对金钱的理解和态度不尽相同。

家长应该明确压岁钱的所有权属于

孩子，他们有支配自己压岁钱的权

利。

“对于年龄较小的孩子，压岁钱

可以暂时由父母代为保管，但是要

让孩子知道，这笔钱以后会交给他

自己管理；对于初中、高中阶段的孩

子，家长可以让孩子通过银行储蓄、

购买理财产品等方式存储压岁钱，

让压岁钱获得更长久的收益，帮助

他们树立健康的金钱观。”林德武

说。

此外，宋斌麒还建议，家长还可

以引导孩子拿出部分压岁钱参与慈

善事业，培养孩子的爱心和社会责

任感。

据了解，目前，针对孩子压
岁钱的管理，大多有三种方法：
完全“充公”交给父母；由孩子自
己支配；先由父母代管，等到合
适的机会再还给孩子。

徐璐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小学四年级前，她会自觉地将
全部的压岁钱交给父母，“后
来，看到很多同学都能自由使
用压岁钱，我也希望能跟他们
一样。”

一开始，徐璐的父母担心她
会随意挥霍压岁钱。“我向他们
承诺每一笔支出都有依据，例如
交学费、买书等。慢慢地，他们
就相信我能管理好自己的压岁
钱了。”徐璐说。

和徐璐不同，三亚四年级学
生黄宝莹每年都要把压岁钱全
部交给父母。她说，“我常常丢
三落四，担心自己会把压岁钱弄
丢，只好交给父母保管。”

“我们小时候的压岁钱都
是全部‘充公’的。”在三亚一家
保险公司上班的“80后”母亲黄
妮说。作为一名5岁孩子的母
亲，黄妮能理解家长“没收”孩
子压岁钱的原因：担心孩子拿
到钱就乱花。近年来，她将孩
子的压岁钱存入一个专门账
户，“孩子长大后需要购买大件
物品，就能启用这个账户里的
资金。”

压岁钱的三种管理方式

压岁钱少则数百多则过万

《清嘉录》中提到：“长幼度岁，

长者贻小儿以朱绳缀百钱，谓之压

岁钱。”

“10年前，给孩子的压岁钱通常

是几十元。现在回老家，给孩子200

元都感觉有些寒酸。”定安县小学

教师徐训积说，有些孩子每年收到

的压岁钱比许多上班族一个月的工

资还多。

近日，海南日报记者采访发现，

很多孩子今年的压岁钱少则几百

元，多则上千甚至过万元。

“从小学四年级开始，我每年

都收到 2000 元左右的压岁钱，近

两年还有所增加。”海口市琼山华

侨中学初二学生徐璐说，和班里的

同学相比，她收到的压岁钱只是中

等水平，有些同学的压岁钱都过万

了。

家住三亚市南边海路的吴辉

（化名）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今年，他

的孩子一共收到近万元的压岁钱，

“‘一夜暴富’后，孩子老是闹着要用

压岁钱买电子产品。”

吴辉说，孩子还小，没有理财观

念，不能任由他自由支配压岁钱，否

则容易养成大手大脚、盲目跟风攀

比的坏习惯。

采访中，有的家长告诉海南日

报记者，如何引导孩子科学管理压

岁钱，成为很多家长“甜蜜的烦

恼”。

地址：海口市金盘路30号 邮编：570216 总值班：66810666 广告许可证：琼工商广字015号 广告部：66810888 发行部：66810999 海报集团新闻热线：966123 邮发代号：83—1 报费：每月45元 零售每份1.5元 昨天开印时间2时00分 印完：4时30分 海南日报印刷厂印刷

习作

品读古诗文

师说心语

回望往师

热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