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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假的家长 矛盾的心情

一个大男人向领导请假，真

是挺难为情

孩子希望他来，他不忍心让

孩子失望

家长不放假，孩子与谁同
乐？

32 岁的姚佳佳是“六一”该

给家长放假的支持者。她甚至想
像广州那位“举牌妈妈”一样上

街网罗支持票。

在她眼中，“六一”只放孩子

假，而不放父母假，是一件极其
矛盾的事情。

她孩子今年 7 岁，过去的几

个儿童节，无一例外碰上的全是
工作日。孩子放假，而家长工作，

孩子自己在家呆一天，失去了儿

童节放假的意义。

同姚佳佳一样感到矛盾的

还有很多父母。为了解决这个矛

盾，他们不得不请假，向儿童节
妥协，放弃全勤奖，好让孩子高

高兴兴地过“六一”。

1 日，在佳乐家超市举行的

“快乐宝贝向前冲”活动现场，记

者采访了 20 个家庭，其中有 7

个家庭的家长是专门请假陪孩

子过儿童节的。而在各大幼儿

园、中小学校，为了跟孩子过节，

请假前来参加亲子活动的父母

大有人在。

在圣荣小学举行的庆“六

一”活动中，不少家长就是特意
请假前来和孩子互动，或表演健
身操、诗朗诵，或演奏器乐。

为了看女儿表演，祝志强提

前将工作安排好，随便吃了两口

食堂的午饭，就赶紧开车从诸城

龙城街道往潍坊圣荣小学赶。两

个半小时的路，太阳晒着，忍着

困意，硬是在活动开始前半小时
赶到了潍坊。

“一个大男人为了孩子的节
日向领导请假，真是挺难为情。”

祝志强的爱人赵海霞说，他平时
和孩子沟通少，因为在诸城工

作，一周才见一次面。上周五学

校发的儿童节预约卡，孩子希望
他来，他实在不忍心让孩子失
望。

赵海霞与女儿祝福表演的

健美操，让台下的家长们连连叫
好。赵海霞说，跳完之后，孩子的
不少同学都夸她跳得好，孩子信

心满满的，家长也开心。儿童节
一年就一次，家长和孩子一起
过，这样既鼓励了孩子，也让大

人有个回味童年的机会。

“爸爸妈妈陪着过儿童节比

爷爷奶奶好。”童稚的高兴的语

调，从 4 岁半君君上扬的嘴角溢
出来，答案甚至都没有思考一下
就脱口而出。她父母则被她直白

的话语逗笑。

君君的爸爸滕煜说，为了陪

孩子好好玩一天，他跟媳妇将水

产店关门了一天。上午去孩子幼

儿园看了演出，下午陪孩子出来

玩玩。他说，要是父母都忙着赚
钱，她这一天也只好在水产店中

度过，该多么无聊。

小凡的母亲邱文运也是特

地请了一天假来陪孩子。让她动

了请假念头的是对孩子的歉意。

邱文运在一家电卖场做销

售，别人放假正是她忙的时候，

还总是加班，由于房子要还贷，

她轻易不请假，就是为了拿 150

元的全勤奖。

她说，儿子交给父母带，本

来心里就愧疚，儿童节孩子说想

去动物园，实在不愿让孩子失
望，就狠狠心请了个假。“要是

‘六一’家长也能放个假，该多

好。”她满怀希望。

孤独的狂欢 纠结的渴望

支持放假的占到了 94%，反

对票仅占 4%

很多人都在等着，这一轮社

会舆论能否促成家长假的“诞

生”

对孩子来说，“六一”是一年

一度的法定“狂欢”节——— 按照
《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

规定，“六一”这天，不满 14 周岁

的少年儿童放假一天。但“六一”

儿童节并非全民法定休假日，孩

子放假父母却无暇顾及，而最后

他们只好在学校参加集体节目

或是被安置在家，孤单地渡过属
于自己的节日。

孩子放假与家长工作之间

的纠结，让广州一位妈妈无奈下

上街打出了“六一”我也想放假，

我想陪陪我孩子”的牌子。而这

个举动，似乎说出了多数父母的

心声。

与此同时，微弱的反对声也

在坚持自己的阵地：关心孩子不

仅是在这一天，与其在“六一”争

取一天假期对孩子千依百顺，不

如平时多抽点时间陪孩子；如今

一年放假 29 天，如果“六一”父

母需要放假陪孩子，那么重阳节

儿女是否要陪老人，母亲节父亲

节，子女是否要放假陪父母？

然而，微弱的发声似乎不能

力挽狂澜。据网络调查，5 月 30

日近 11 时，由新浪微博网友“茄

子女王陛下”发起的“该不该给

家长放个‘六一假’”投票，截至 6

月 2 日 16 时，已有 14711 名网友

参加，其中支持放假的占到了

94%，反对票仅占 4%。在南方都

市报发起的投票中，9 成父母是

支持方。同样的压倒性胜利也出

现在其他有关“家长假”的投票
中，且呼声高涨。网友多数认为

家长放假可以陪孩子过个更好

的“六一”节。

而陪孩子过更好的“六一”

节，也不是大人们一厢情愿的想

法，多个媒体进行的调查显示，

绝大多数孩子的儿童节愿望是

与父母亲一起过节。

很多人都在等着，这一轮社

会舆论，能否促成家长假的“诞
生”。就像中秋假一样，在 2008 年

完成由中国传统节日向法定假

日的“变身”。

在母亲赵晓燕眼中，“六一”

家长假应该与中秋假一样，有成

为法定假日的理由。若说中秋假

是对家庭团圆和传统节日的重

视和回归，凸显了人性化管理，

“六一”家长假则是年轻一代父

母对家庭教育的一次正视，代表

着年轻一代父母们越来越意识

到和孩子相处的重要性，也是一
种人性化的考量。

李永顺也是支撑家长假的
一员。为了不缺席女儿的节日，

她特意向单位请假前来日向友

好学校与女儿一起参加活动。她

说，孩子在这一天希望得到的不

仅是小伙伴们、老师们的首肯，

更多的是家长们的认可。

“放一天假，半天假，其实不

是什么大事。”学生家长解连成

说，平时周末调休一下，这一天

根据个人情况放假，是完全可行

的。扪心自问，在“六一”这一天，

我们难道没有想和孩子一起过

节的冲动么？难道对孩子们的需

求就这样置之不理么？

失衡的关爱 无力的补偿

儿童节越来越不受重视，被

很多父母归结到没有时间上

“家长假”背后隐藏的是年

轻一代父母对家庭教育的一次

正视

家长孟敏说，自己年少时，

每次儿童节都是学校编排节目

去市里汇演，那个时候都是领导

和同学，父母想看一眼的资格都

没有，所以这也是自己这么多年

的一个期望，想让自己的父母看

一眼台上打扮的漂漂亮亮的自

己。所以现在孩子每个儿童节自

己能和孩子一起过，就一起过。

据报道，儿童节，孩子与父

母同放假同欢乐并非没有例子

可循。在新加坡，除 6 月 1 日外，

10 月 1 日也是当地的儿童节，当

天同时让孩子和家长放假，在日

本，一年 3 次儿童节，其中 5 月 5

日全国放假一天，在西班牙，1

月 5 日是该国儿童节，全国放假

一天，此外英国、瑞典等国家也

已有“六一”儿童节母亲与孩子

一同放假的规定。

或许，家长假该不该放，应

该从儿童节的意义上来探讨。

“国际儿童节”1949 年确立时，被

赋予的意义是为了保障世界各

国儿童的生存权、保健权和受教

育权，为了改善儿童的生活，为
了反对虐杀儿童和毒害儿童而

设立的节日。由此可见，儿童节

除了藉以鼓舞儿童，让儿童感到

幸福、快乐外，另一方面也是要
让成年人对孩子进行关注，关注

儿童精神上应有的享受、贫苦儿

童的救济、儿童危险工作的避

免、儿童谋生机会的获得以及怎

样救养儿童等问题。

在后一方面，至少在潍坊，

做得还很不足。

在潍坊，与儿童节密切相关

的首先是商家。众多父母一整天

陪着孩子吃好的喝好的玩好的，

离不开“花钱”两字。再者很多人

认为儿童节就是好好放孩子一天

假，而作为大人，义务仅仅是陪好

孩子。儿童节本应代表的涵义，似

乎越来越不受重视。而这一点，被

很多父母归结到没有时间上。

其实，父母不能陪孩子过儿

童节，这种纠结的心理，50 后、60

后家长都曾有过，但为什么“家

长假”由 75 后、80 后父母提出，

且迅速取得共鸣，形成强大的社

会舆论，甚至全国假日办都表

态：正在进行探讨和研究？

有人认为，“家长假”背后隐
藏的是年轻一代父母对家庭教

育的一次正视。年轻一代父母们

不再简单地把“生”与“养”分开

来，并积极探索孩子的早期教

育，越来越意识到和孩子相处的

重要性，更加尊重孩子。这也就

是很多人选择当全职妈妈的理

由。

在潍坊成长导航站的吴晓兰

老师看来，提出“家长假”这一个

概念，比真正实施“家长假”更有

意义。儿童节陪孩子和普通周末

陪孩子有什么区别呢？其实，这个

节日本是用来提醒人们，要在日

常生活中关爱孩子的点点滴滴。

但家长如果抱着在 6 月 1 这天一

次性补偿孩子的心态，也是和设

立儿童节的初衷背道而驰。

现在的孩子年轻的父母都

在外打拼，很多的孩子都是爷爷

奶奶外公外婆带孩子，他们需要

这一天和孩子们有一个亲子互

动。任何人都取代不了父母。被

拔高的儿童节只能说明人们对

孩子平常关爱不够。

“六一”放假正是为平日忙

碌的父母提供一次与孩子沟通

与疏导的大好良机，只给孩子放

假，而缺乏父母的陪伴，最后把

孤单留给他们，又有什么意义

呢？倒不如将“六一”定为全民法

定休假日，一来可以缓解家长寻

常紧张的工作压力；二来可以让

父母有时间陪伴孩子过一个温

暖充实的节日。适时地提出在儿

童节给父母亲放假的必要性，这

是尊重儿童成长的需要，也是一

次对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孰轻

孰重的打量和平衡，提醒人们去

思索，对孩子，父母和家庭意味

着什么，责任是什么。

前 61 个儿童节，没有哪个像刚刚过去的这个儿童节如此

般喧闹和充满思考。

它引起了一场网络风暴。它迅速被围观，细细被打量，原

因就是这个儿童假，应不应该让父母一起放？

一边是孤独的孩子，留守的儿童，最想跟父母一起过节
的愿望，一边是愧疚的父母，对家庭教育日益重视的家长，两

方渐渐将“家长假”推向风口浪尖。多个调查中，支持六一“家

长假”人们占到 9 成。

这次社会大讨论，能不能使得六一家长假像中秋假一
样，在人们高涨的呼声中，成为法定假日，还有待时间考证，

但隐藏在“家长假”背后的父母对孩子的关注，却再也不能被
忽视。

““六六一一””家家长长放放假假

可可行行性性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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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一所幼儿园大门外站满了等待接孩子的家长。本报记者 盛文静 摄

来自湖北的胡女士第一次在潍坊与儿子过“六一”。

本报记者 盛文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