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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地选择需谨慎
首先要依照孩子的年龄和兴趣爱好确定旅游目

的地。学龄前儿童抵抗能力和适应环境的能力较差，

建议选择旅程较短、环境舒适、气候相近的周边游。上

小学和初中的孩子已经有自己的想法，在选择目的地

时，多与孩子沟通交流，考虑他们的兴趣和意愿。

●行李准备要充分
出发前，详细了解旅游目的地的情况，包括天

气、交通状况等，带好行李。现在是寒假期间，一定

要给孩子带好外套棉衣、宽松的衣服、雨伞等，可以

事先列一张清单，以免遗漏。对于小龄的孩子，可以

准备一些小零食，起到补充体力和调节情绪的作用。

●备齐药品以便应急
出游前一定要备齐常用的药品，如儿童感冒

药、止泻药，以及消毒酒精、医用纱布等外用药物。

此外，还要带一些防蚊虫叮咬的药物和止血贴。若

发现孩子身体不适，应立即就近就医。

●吃喝玩乐要有度
旅游时最好依照孩子日常的饮食习惯，给孩子

喝的水尽量经过煮沸才可入口。旅途中，不要让他

们离开自己的视线。同时，玩乐要有度，作息要规

律。 （本报综合）

美育之旅
□本报记者 胡春娜

曾在书中看到过这样一句话：旅行就是换一种与世界打交道的方式，去重新学习爱。

这句话，用在“亲子游”上更合适。

通过“行走的课堂”，让孩子汲取更多养分，在开阔眼界之余，增长知识，父母则能与孩子增进感情，重新认识孩子。不管

过了多久，在每个人的心中，都记得曾经的陪伴与温暖，路上时光的轻松与欢乐。

随着寒假来临，省内的旅游市场又开始“火热”起来，“亲子游”“科普游”“研学游”等出游项目不但受到许多家长的青睐，

也成为各大旅游网站的热搜。

近年来，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旅游市场也在不断发生裂变。新人口政策的推出，网络渠道的推动，亲子经济、消费理念的

转变等因素，都在倒逼旅游行业中的亲子项目实现“内容再造”的升级转变，这对于亲子经济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1月 6日，恰逢小寒。下雨，让本来寒冷
的天气多了一丝阴冷，路人裹紧衣服，行色匆
匆。

田俊波一早就冒着严寒来到办公室。过
几天，她亲自策划并带队的两个亲子团要相
继出发，很多工作要一再细化、准备妥当。

记者在她的办公室看到，不大的空间摆
了两个书柜，里面放的都是关于旅游、英语、
河南文化的书，挤得满满当当。

“我是河南人，中原文化深厚，旅游资源
丰富，对于我这个旅游从业者来说，得天独
厚。”田俊波笑着说，正是因为对家乡的深厚
感情，所以她和她的团队一直行走在中原大
地上。

2002年，走上工作岗位的田俊波做的是
入境地接，平日里的工作就是带领外国人游
历河南。此后，做省内深度游，18个城市的
旅游景点，都能如数家珍。2013年，开始做

“亲子游”。
随着旅游市场的火热，“亲子游”“研学”

“冬令营”等主题的旅游项目越来越多，但内
容大同小异，质量良莠不齐。如何突出重围，
做自己心中真正意义的“亲子游”，田俊波凭
借从业经验和一股韧劲，另辟蹊径，走出了一
条新路。

去年，她成立了自己的旅游公司，立足河
南，主做“深度文旅”，让国外的孩子来看看大
中原，感受华夏文化，顺便把中原的孩子带出
去，看世界，求真知。

传统的旅行方式是，上车睡觉，下车拍
照，举旗报到。不少人匆匆地来，匆匆地走，
只在相册里留下一点印迹。

康洁的孩子今年 8岁。在她的印象中，
带着孩子的旅行可不那么美好，一天下来，腰
酸背痛，心里更是疲惫不堪。旅途中的著名
景点，孩子根本不感兴趣，好不容易有些介绍
历史文化的，孩子觉得枯燥乏味，甚至抱怨和
书里的图片一样，没什么好稀奇的。

“很多时候，我都是和孩子分开旅行的，
没办法，在一起确实不怎么愉快。”康洁坦言，
她一般跟着旅行社，孩子则报“研学”独立团，
虽然没有了旅途摩擦，但是并没有因此增加
亲子感情，儿子甚至一度认为，妈妈给他报

“研学班”是想轻松几天。
“大人小孩看世界的‘高低’和方式并不

一样，要么大人觉得太敷衍，钱花得不值，要
么孩子觉得无趣，还不如和小伙伴在楼下骑
自行车玩得愉快。”田俊波一语道破“亲子游”
和“研学”的一些短板。

在大人的记忆中，旅行是去过哪个国家，
哪座城市，参观过哪些著名的博物馆，而在孩
子的脑海里，只会记得温暖的阳光洒在龙门
石窟那些佛像上，嵩山石阶缝隙里有一朵黄
色的小花，云台山的天蓝得像水洗过一样，还
有淡淡的云。

当田俊波的小儿子出生后，她体会到父
母与孩子的真正需求，也对亲子游的方式有
了更深刻的认识。于是，她认真思考：什么是
大人和孩子都想要的旅行方式？

那就是“旅行+亲子+文化”。在开封的
清明上河园，她软磨硬泡，为孩子和家长获得
了一次宋文化参演的体验；在二里头华夏博
物馆，请求馆长为孩子讲解博物馆里最有意
思的文物；在古村落，让孩子当导演，拍摄最
美的妈妈；给孩子20元钱，去菜市场买菜，分
享所见所闻……

这对于孩子们来说，眼前的鲜活事物或
许比远方的名胜山水更有趣。通过这些切身
体验，他们对世界的认识具体生动起来。

孩子开心，增长了见识，家长陪孩子一起
感受亲子关系中的爱与温暖，这种“寓教于
乐”的方式，恰恰就是家庭成长最好的助力。

其实，“研学”“亲子游”在国外存在的时间较长，
甚至贯穿孩子的整个学龄。

在美国，孩子通过多种形式进行有趣的社会实
践，来锻炼自己独立思考和处理问题的能力。很多
有名的大学会要求学生提供假期的社会实践经历，
这也是迈入学校必备的一块敲门砖。

英国算是“研学”发展较早的国家之一。在16世
纪，这是英国贵族青年进行教育必经的阶段，其内容
主要是以人文教育为主。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人
们对教育质量的诉求日益高涨，大量的工薪阶层也
加入“研学”的队伍中，政府也开始做出了制度的规
范，纳入地方性教学大纲之中。除此之外，很多英国
家长还会组织外出旅行的计划。

日本和韩国也有不同的做法。日本的学校会
依据学生的年龄不同而侧重有别，其中小学生主要
就近参观名胜景点，初中生侧重于教科书中出现的
国会议事堂、东京塔等，高中生则倾向把参观地点
定位在自然体验。韩国教育部门将毕业旅行
作为学生的一项必修课目，纳入学分管
理，学生只有参加并修够相应学分，才
可以毕业。

业内人士介绍，我国在 2000年
以前，亲子经济主要集中在教育培
训方面，2000—2010年，主题乐园
是亲子经济的载体，随后，各种亲
子节目的热播，旅游市场对亲子
度假的关注度随之提高，并趋向多
元化。从2014年至今，亲子消费市
场的消费方式和观念都发生了很大
的变化，“亲子游”对市场的要求越来
越高，逐渐形成“德智体美”于一体的体
验性亲子互动经济市场。

董女士是一个 10岁孩子的母亲，她和女
儿都喜欢出游，寒暑假期间都会报团，并且勇于尝
试各种新的旅行方式。去年，偶然认识了田俊波，对
于“亲子+研学+文化”的旅行方式她觉得很新颖，跟
过一次团之后，就深深地喜欢上了。

在女儿露露的记忆里，那次旅行时间虽短，却是
最难忘的一次。去年“五一”，她和妈妈参加了“乡村
音乐狂欢派对”，在云台山里的一个民宿，与另外5个
家庭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假期。

“我以前参加的‘研学’都是在一些景区或旅游
小镇，但是那次却在寂静的大山里，感觉很奇妙。我
临时主持乡村音乐会，和其他小朋友一起唱英文歌
曲，非常开心，以至于都不想回家了。”露露所说的乡
村音乐会，是文旅活动之一。为此，田俊波将从事音
乐的爱人和一位外国朋友拉到民宿，让他们给孩子
讲音乐故事，一起欢唱，分享国外音乐等。

董女士说，全程没有人看手机，大人们也没有聚在
一起聊天，而是认真地参与到孩子的活动中。“孩子们
分享自己新奇的想法，有条不紊地组织着活动，都让我
对他们有了新的认识。”她说，在活动中，孩子更愿意照
顾大人的想法和感受，这是她以前从来没有发现的。

去年“六一”儿童节，李先生和孩子一起去旅行。
“我们在宝泉景区学习了地理地貌，并对山下和山上
水的温度进行测试，增长了知识，也在徐徐的山风里
分享有趣的事。”他说，从来没想到孩子对他的爱那么
细腻、真诚，他几乎都忘记的小事，在孩子的心中却是
温暖的回忆。

旅行其实是不分长短远近的。很多人觉得旅行
就一定要远途，要去完全新鲜而陌生的世界，但在孩
子看来，有时候通过旅行，了解和发现那些曾经一知
半解或课本上的知识，往往收获更大。作为家长也
会发现，原来最美的风景就在身边。

旅行的本质是学习，而学习是人类的本能。
前年郑州市小升初考试中的“博物馆套餐”

一出，孩子们有点蒙，家长也“眼冒金星”。于
是，那年的暑假，“出国游”“文化游”“研学游”等
火爆异常，家长花高价将孩子从书桌前赶到了
旅行团，只为扩展知识面，同时也意识到，旅行
能提升孩子的人文素养。

旅行是集自然美、艺术美、社会美、生活美
于一体的一种活动形式。也正是因为旅行的审
美本质，才有了旅游美育，在旅行过程中可以培
养孩子认识美、体验美、感受美、欣赏美和创造
美的能力。

中国孩子的考试能力素来“闻名世界”，但
想象力和创造力不佳，这并非都是教育体制的
问题，而是家长对孩子“非技术能力”的培养和
认识不够。常规的学校教育培养孩子的认知能
力，但孩子的“非技术能力”需要长期积累和从

小培养。
2016年 12月，教育部等11部门

颁发的《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
行的意见》中指出，要将研学旅
行纳入中小学教育教学计划，
研学旅行活动才算在我国正
式开始普及。

我省文化底蕴深厚，“家
境殷实”，随着研学旅游接待
人数逐年增长，旅游业紧紧把
握发展的机遇，结合市场需
求，去年 9月，我省公布了首批

55 家研学旅游示范基地。10
月，郑州市旅游协会发布了首套团

体标准，这也是河南首部研学旅行基
地等级评价团体标准。
荣蕊在闲暇时光最喜欢逛国内外的博物馆，

女儿在3岁开始，就一起游历各大博物馆和私人
博物馆，更是河南博物院的“常客”，时间久了，女
儿对于几个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都能简单介绍。

“也许她并不知道这些文物的来历、历史背
景，但是她简单地知道古人怎么铸造青铜器，宋
人为什么喜欢天青色，能在众多的开封木版年画
里挑选自己喜欢的配色和图案，这就够了。”荣蕊
说，这就是让孩子去“研学”的意义。

又是一年寒假时，很多旅行社和旅游网站
都推出各种针对家庭的旅行项目。

近日，一家国内旅游网站发布了《2020年
寒假旅游趋势报告》，对今年寒假期间的游客出
行情况和出行偏好进行了预测与分析。报告显
示，关键词“寒假亲子游”的热度环比上涨了
100%，“寒假国内游”“寒假旅游胜地”“寒假旅
行”等关键词的热度环比涨幅均高于40%。

记者走访了省内几家较大的旅行社，今年
“10后”学生群体及其家长已经成为寒假研学
游的主力军。一些前去咨询的家长表示，与春
节相比，寒假初期的旅游价格仍处于低位，也是
家庭错峰出游的好机会。

针对“孩子放寒假，家长仍上班”的现象，有
些旅行社还推出了精心设计 2小时车程内“周
边文化游”，也深受欢迎。

田俊波说，今后她将在“宣传河南文化、讲
好河南故事”上精耕细作，在产品设计时多考虑
不同年龄层次儿童的心理需求，开拓多元化旅
游产品，让“亲子游”和文化、教育、度假等新需
求融合发展，让孩子与父母在轻松愉快的氛围
中度过美好的旅行时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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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霞

儿子上幼儿园期间是没有过寒暑假的，因为家里

没人照顾，只能让儿子继续待在幼儿园的全托班。上

小学后，我很怕过寒暑假，因为小学没有全托班，我不

知道能把儿子送到哪里，心里有说不出的酸楚，觉得

对不起孩子。所以我希望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满足

孩子的一切要求，以弥补对孩子的亏欠，可先生不同

意我的想法。他说我们不可能跟儿子一辈子，将来所

有的一切必须靠他自己，小时候不吃苦，长大一定苦，

所以，从小就要培养儿子的独立能力和自理能力。

先生给我列举了很多由于小时候娇生惯养，孩子

长大以后不成器的例子。我当然知道溺爱孩子的危害，

只是不忍心而已。最后，我听从了先生的劝导，决心锻

炼儿子的独立能力和自理能力，鼓励他想要的东西一定

要自己努力去争取，告诉他“办法永远比困难多”。他从

小到大，我说得最多的两个字是：你行。

儿子上大学后和我们商量能否和其他同学一起

出去旅游，我们欣然同意。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我们鼓励他有机会多出去走走，开阔眼界。他把第一

站选在了海南，经过和同学分工合作，他们很快在网

上订好了机票和住宿的地方。

在差不多十天的海南游期间，他每天都会报个平

安。因为我们告诉过他，作为家庭的一员，要为家庭

负责，出门在外不让家人担心的最好方式是报个平

安。儿子谨记在心，现在即使短时离家，他也会打电

话或发短信，不让我们担心。从海南回来后，他又独

自去了北京、天津，和同学一起去了西藏、台湾。

在和儿子的交流中，我们很少批评，习惯和他商

量，引导他自己悟出应该怎么做。如今的他，健康、自

信、独立、乐观、阳光、幽默。我欣慰地看到儿子正在慢

慢长成一棵树，而不是一根藤。

爱孩子，就让他成为一棵树，而不是攀附在父母身

上的藤。这是多年来对亲子关系最深的体悟。6

相关链接

寒假“亲子游”的注意事项

莫让孩子长成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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