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孝敬节活动的第一个环节，家
长坐在教室里，听学生代表发言，
讲述父母对自己关爱的点点滴
滴。然后，学生站在自己父母面
前，亲口向父母表示感谢。

随后，学生到父母头上拔下一
根白头发，放在学校事先制作好的

“白发珍藏卡”里。学生还给父母
写下了一句肺腑之言。

之后，全体师生来到大厅，仿
照近年来国内祭奠人文始祖的仪
式，举行祭祖大典。

接下来是跪拜父母的仪式。
数百名学生集中在大厅里，站成四
排，父母坐在跟前。全体学生在
《孝亲敬老歌》和《跪羊图》的背景
音乐中，向父母长辈行三跪九叩之
礼，然后膝行至父母面前聆听教
诲，互动交流。

为父母尽孝道，那是必须的。
但要不要以这种下跪的方式呈现
出来？

有教育学家认为，“这种做法
既非弘扬传统孝道，也与现代家庭
伦理不接轨。”传统孝道讲究的是
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也就是绝对
服从。而现代家庭伦理更讲究人
格平等与互相尊重，即父母要爱子
女，子女要敬父母，但不可愚孝父
母。不问青红皂白就让子女
下跪“谢恩”，这明显是脱
离现代社会。

而另一派专家
则认为，所谓

“孝敬文化
节 ”，属
于 学

校的“自选动作”，学校完全可以啥
也不做。如果多做就要被指责，谁
还愿意主动作为？

家长时刚认为：“这种做法新
奇、庄严、神圣，对孩子有教育意
义。”他说，孩子内心深处是爱父母
的，这种尝试无副作用。

磕头拜年是传统文化仪式和
文化符号之一，并无羞耻感。“我感
觉，集体跪拜至少能触动一部分孩
子，这就够了。”有的学校让孩子帮
父母洗脚，但那也只是个仪式，通
过仪式感，唤醒孩子沉睡的意识。

吴洋是开封一所知名大学的
学生，对“集体跪拜”活动以及孝敬
节，他的观点是：不如换成“展示
节”。

“在当时的环境中，人头脑一
热下跪了，其实作用不大。”吴洋
说，“当时感动哭了，可没持续力。”
其实，最好的教育是家长的言传
身教。

他建议，学校可以展
板的形式，把父母对孩
子一年的表现，以文
章、照片，甚至是
视频的形式
展 示 出
来 ，
而

且可以常态化。否则，“只是一跪，
作用不大。”

“孝敬节挺好，但我不喜欢下
跪这种方式。”大学生赵倩说。

孝敬节上，大家可以一起为父
母做顿饭，比如，10个人分成一组，
炒一桌菜给父母吃，陪父母说说
话，听听他们讲过去的事。尤其在
家里，日常生活中为父母做点贴心
的事，来点实际行动，而不单跪拜。

和两位大学生的想法不同，郑
州的两位小学高年级学生认为，

“跪拜谢父母很好，很平常”。
颜颜上四年级，“过年磕头我

每年都做。”颜颜说，这种“集体跪
拜”的方式，更有感召力。颜颜说，
孝就是“听爸妈的话，在爸妈生病
时，能为他们端水，做些力所能及
的事”。因为现在自己还没有赚钱
的能力，所以，能做的只能这么多。

跪礼并无错，但集体跪谢
难逃炒作之嫌。

在现代社会礼仪
道德比较缺失的情
况下，用这种方
式并非不是
好 事 。
刘 老

师建议，从小学开始便设置相关课
程，开展相关活动，这对提升中国
传统文化非常有必要。

对此，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社会学系主任程建平认为：“于现
代社会，不太合适。”

“孝”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随着社会的变迁，对父
母不孝的子女和不孝的事例也在
增多，加之现代传播工具对不孝现
象的放大，孝文化的重塑和培养，
逐渐进入大众的视野，引起了社会
的广泛关注。

重塑传统孝文化，是一个复杂
的社会系统工程，它要求综合运
用各种手段，调动一切积极因
素，逐渐培养、增强全体社
会成员，特别是年轻人
的家庭责任感和义
务感，中国传统
孝文化才有
可 能 复
兴。

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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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心：带
有孝心地跪，

是有意义的。孝
渗入生活的点点滴

滴，跪是真情流露。如
果只搞形式，不跪也罢。
自然水：人表达爱的方

式很多，不能千篇一律。关键是
让孩子们认识到什么是孝道。

空气：下跪不下跪，都没什么。作
为家长唯一的希望就是孩子好！

麦子：孩子在幼儿时期，家长引领
孩子多做传统的国学经典诵读，做到
童蒙养正！给孩子讲古代关于孝顺父
母的故事，让娃娃从小知道啥叫孝顺。

朵朵：家长就是最好的榜样，应该
在生活中点点渗入，而不是一蹴而
就。行动比语言更有说服力。

博宇：让孩子帮家长干点活，让他
知道自己的事自己做。

麦子：教会孩子帮忙扫地、拖地、
收拾饭桌什么的！家长对双方老人

一视同仁，节假日到老人那里，
陪老人唠唠嗑等，身教胜

言传。孩子从父母身
上 可 以 懂 得“ 孝

顺”二字。

孝道，在争议中前行

集体跪拜，糟粕还是真孝？

核心提示 | 据
《新闻晨报》报道，1
月 11日上午，上海
一所民办学校，800
多名学生齐刷刷在
父母面前下拜磕
头，在父母的头上
拔下一根白头发，
永远留念。

这种近年一直
带有争议的“行孝”
方式，在中国第一
大传统节日“春节”
即将来临之前，以
如此“隆重”的方式
重新进入人们视
野，又一次引起热
议。

孩子跪拜父母，形式大于内容？
有人认为，下跪没必要；有人认为，形式可以加强内容

空气男：孝敬方式有
很多种，没必要用这么夸
张的方式。

正能量：不如教孩子
在家做点具体的事。这种
活动除了博眼球还有什么
意义呢？

游戏人生：听父母的
话，好好学习，我感觉这就
是孝敬父母。

麦子：孝顺随时随地
都可以做，不光是做做形
式来表现啥叫孝顺。

Lina:孝顺的表达方式
有很多，不一定要如此隆
重地大搞形式。

阿润妈：感觉孩子对
下跪没什么认识呀！我自
己都感觉磕头很遥远呢。

珊珊：嗯！孩子如果
对下跪没什么认识，下跪
确实没什么意义。

麦子：
孩子同学的妈
妈每次生病发烧
时，她娃总是给她倒
水、拿药。临睡前，还给她
倒杯水放在床边的桌子上说，
妈妈，半夜你渴了好喝。上下楼梯
时说，东西我拿，你慢点走！

Lina：逢年、节、生日，我都有礼物
寄回去。还会接老人来家住一段时
间。孩子看到我们善待老人，也时常
给她爷爷、奶奶打电话。

开心：吃饭时，我给我爷爷夹菜，
出门搀着，给爷爷洗脚，我的女儿也
依样学样，给她太老爷帮忙。

核心提示 | 跪拜，
是糟粕还是真孝？下跪

这种形式，是不是真的能加
重人心中对孝道的理解？子
女表达孝敬的方式，还有哪些？

看看大河报教育说吧（群
号码：190043821）里的家

长怎么说。

□记者 赵珊

越妈：我觉得没什么，很正
常啊。很多地方过春节都有给
父母磕头的习惯。

博宇：听父辈们讲过下跪
磕头是有讲究的。现在只有在
农村婚丧嫁娶才会见到了。

珊珊：有家长用下跪惩罚

孩
子 ，

家 长 已
经对下跪理

解扭曲了，孩子
也必然反感。
朵朵：下跪未尝不

可。但是搞成如此隆重的
活动，就有点博人眼球了。

海蓝：形式可以加强内
容。仪式感强，会把人带入情
境，像学校升国旗、入队仪式之
类，都是形式加强内容的具体
体现。运动员在领奖升国旗时
会激动流泪，不身临其境是体
会不到的。

棒棒妈：下跪是晚辈对长
辈的一种行礼。对小一点的孩
子，老师要先讲这样做的原因
及目的，下跪才会更有意义。

棒棒妈：结婚后过年都要
给家里老人下跪，刚开始挺不
习惯。后来发现每次下跪，老
人很开心、也很感动。

反方
下跪不如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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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整理记者 赵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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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敬节内容丰富

》》下跪行孝引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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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跪父母不是陋习

》》培养形式须与时俱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