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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余翠平

2019
又是一年春来到，不管是传承千年的民俗文化，还是闯进来凑热闹的异国风情文化，还是

一份份暖心博爱的新春送福，但过年一旦遇上文化，这个春节就变得多姿多彩。

“让居民或职工的年过得更有文化味儿， 一
直是我们在做的。” 丰台卢沟桥小井村主管文化、
体育的负责人周明笑着对记者说。

北京旧俗， 每年从腊八开始就进入 “过年”
季， 而每每这个时候， 小井村就开始积极行动。
前不久的1月15日， 小井村委会就请丰台区老年书
画研究会老干部为村民送福、 送对联， 这样一种
充满 “文化味儿” 的行动， 受到了广大村民欢迎。

“除了送福字、 送对联， 我们村里有摄影室，
于是， 每年到快过年的时候， 我们都会给村子里
三代同堂或四代同堂的家庭免费拍全家福。 这样，
这张 ‘全家福’ 就能喜喜庆庆伴着村民过年。 今
年进入一月份后， 我们就开始给村民家庭拍了，
最终拍了18户这样的村民 ‘全家福’， 如今照片已
经洗出来了， 还装裱了小镜框。 1月29日发到村民
手里的时候， 他们特别感激， 我们也有成就感。”
周明感慨地对记者说。

“每年过年时村里的京剧戏迷社都会组织演
出， 有戏听， 有演出看， 这年才过得有滋有味！”
小井村村民们告诉记者， 除了写对联、 送福字，
给三代以上同堂家庭拍全家福， 全部由村民组成
的小井隆韵戏迷社也每每在过年期间进行演出，
给村民们送上了一场场 “文化大餐”， 让 “年” 过
得更有意思， 更有 “文化味儿”。

据记者了解， 小井村隆韵戏迷社不但是村里
的品牌， 也是卢沟桥乡的特色文化队伍。

周明告诉记者说， 小井村隆韵戏迷社已经成
立18年， 有50多名村民组成， 大家都没有什么专
业背景， 因为爱好聚在一起， 为此小井村委会专
门聘请专业老师来教。 这一年年下来， 隆韵戏迷
社早成了村里响当当的文化品牌， 尤其到过年的
时候， 更是必不可少的 “文化大餐”。

而在前不久， 小井村隆韵戏迷社还在丰台区
文化馆组织了一场大型贺新春慰问演出， 唱了京
剧经典剧目 《四郎探母》， 有300多名村民前来观
看， 观后直呼精彩。据记者了解，除了隆韵戏迷社，
小井村还有职工合唱团。职工合唱团一共由50多位
村民组成，平时村民聚在一起排练，一到节假日，就
进行演出， 一场场精彩的演唱， 让村民 “大饱耳
福”， 也给每年的春节增添了更多趣味儿。

“猪年马上就到了， 我们还组织了丰富多彩
的文体活动， 像精彩的笼式足球什么的， 都非常
受村民欢迎。 让 ‘过年’ 更有 ‘文化儿’， 让村民
的春节过得充实愉快， 就是我们最大的心愿了。”
周明说。

村里闹新春

小井村文艺社团
为村民过年添彩

□本报记者 张晶 文/摄

一年一度的春节马上到了， 很多人感慨， 年
味儿越来越淡了。 以前过了腊八， 人们就开始为
过节而忙碌了， 办年货、 买新衣、 贴春联……而
浓浓的年味儿， 恰恰就藏在这一个个的习俗里。
但是对如今的小孩而言， 新衣服、 新玩具随手可
得， 每天餐桌上都摆着丰盛的菜肴， 如何才能让
他们体会到传统的年味儿呢？ 越来越多家长选择
通过玩游戏、 能唱歌的绘本让孩子了解中国年。

“小孩小孩你别馋， 过了腊八就是年……”
这首大家都耳熟能详的童谣让很多人记住了春节
习俗， 时至今日， 它依旧拥有很高的传唱度， 很
多家长都会选择它向孩子传递春节文化知识。 在
网络传播公司上班的职工薛萌说， 现在的孩子生
活在物质相对丰富的时代， “我们小时候看的是
黑白连环画， 现在的儿童绘本不仅色彩丰富， 制
作精良， 还可以玩游戏、 唱儿歌。” 去年， 她曾给
孩子买了一本叫做 《新年童谣》 的有声书， 只要
轻轻一点按键， 就能播放相应的歌曲， 包括 《小
孩别馋》 《新年到》 《初一饺子》 等6首新年童
谣。 歌曲的节奏性很强， 她家孩子才刚会说话，
听了几遍之后， 竟能跟着节奏咿咿呀呀地唱起来。

今年， 她又买了一本可以玩儿的春节文化绘
本———《过年啦》， “翻开这本书， 可以贴年画 、
给书里的小朋友换新衣， 还有逼真的红包可以拿
出来 ， 简直是给孩子普及春节文化的 ‘神器 ’
啊。” 薛萌说， 翻开书就感觉浓浓的年味儿扑面而

来； 读完这本书好像跟孩子一起过了一个红红火
火的传统春节一样。

职工王淼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 喜欢传统文
化的他， 也十分重视对孩子的文化培养。 采访中，
他略带无奈地说： “要问圣诞节、 万圣节是干嘛
的， 我闺女张嘴就来， 可是有关春节的习俗， 她
却说不上几句。” 于是， 王淼精心挑选了 《北京的
春节》 一书， 来给女儿做春节文化启蒙。

“还有一本非常有中国特色的绘本 ， 叫做
《团圆》， 第一次读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的眼眶都
湿润了。” 王淼说， 《团圆》 讲的是外出打工的父
亲， 一年才回一次家， 就是过年。 看书时， 女儿
问他， 为什么她的爸爸要走？ 他告诉女儿， 她的
爸爸在家附近找不到能赚足够多钱的工作， 只好
去离家很远的地方上班。 女儿又问， 为什么家附
近没有， 他竟一时语塞， 答不上来。

王淼说， 平时他和孩子妈妈忙于工作， 虽然
天天都回家， 但全心陪孩子的时间却十分有限，
通过和孩子一起阅读 《团圆》， 他试着让孩子去感
受生活中的团聚和分离 、 依恋与期待的滋味 ，
“对于中国人来说， 过春节更重要的意义就是阖家
团圆吧。”

补上春节文化这一课

和孩子一起
在书中“过大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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