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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俗不一样，世界各国都咋过？

尽管全球庆祝母亲节的国家很多， 但人们并不都在同一天过
节： 包括美国、 意大利、 澳大利亚、 比利时、 丹麦、 芬兰、 日本
在内的许多国家都选择在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过节； 法国的母亲
节是5月最后一个星期日； 英国的母亲节在封斋期的第四个星期
日； 泰国的母亲节是8月12日； 葡萄牙和印度尼西亚的母亲节分
别是12月8日和22日； 阿拉伯地区的母亲节， 则是在3月21日“春
分” 这一天。

母母亲亲节节
中国 举办各种活动

20世纪末， 随着中国与国际的日
益接轨， 母亲节这一节日在中国大陆
各地日益推广开来， 越来越多的人开
始接受母亲节概念， 在每年5月的第二
个星期日， 人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表
达对母亲养育之恩的感谢。

中国人的母亲节更有中国味道 。
中国人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表达浓浓的
亲情， 在母亲节这一天， 人们会送给
母亲鲜花、 蛋糕， 亲手烹制的饭菜等
等礼物。 从小就孝敬父母的中国儿童
会尝试着为母亲做饭， 化妆， 演奏音
乐， 让母亲们快乐地过节。 人们在这
一天除了孝敬自己的生身母亲外， 还
会以慈善募捐， 志愿服务的方式向更
多的母亲回报亲情。

在母亲节这天， 各地会举办各种
各样的活动， 如组织母亲们旅游， 评
选优秀母亲等。

美国 更重视内涵

美国人庆祝母亲节， 一般比较重
视节日的内涵， 而不是在形式上大事
铺张， 也不会刻意去渲染， 毕竟这是
一个庄严的日子， 是向母亲表达子女
的敬爱之意。 跟其他喜庆节日有所不
同，如果母亲健在，孩子会在这天穿上
新衣，襟上别一朵鲜红的花，并为母亲
送上贴心的小礼物， 如果母亲已经过
世， 家人会佩戴小白花， 以示怀念。

加拿大 做母亲喜欢的事

每年五月的第二个星期日为 “母
亲节”。 在这天， 家庭成员除向母亲送
礼物外， 并要做各种让母亲欢喜的事
情， 以表示敬爱之情。 捧着一束鲜花、
带着一盒巧克力去看望母亲可以说是
最最基本的底限 ， 而带着母亲去吃
“早午餐” （Brunch） 也属于加拿大人
最为 “正统” 的过母亲节的方式。

西班牙 与教会有密切的关系

在西班牙， 母亲节则与教会有密
切的关系， 直到1965年之前， 西班牙
都是在12月8日这一天来庆祝母亲节，
该周日被称为 “El dogma de la Inmac鄄
ulada Concepción”， 是为了纪念圣母
玛利亚的。 同时也是孩子们表达对母
亲的爱的节日， 所以西班牙的母亲节
是12月8日这天。

后来， 为了和欧盟其他国家统一，
西班牙改在5月庆祝母亲节， 因为5月
也是玛利亚月。 再次提醒一下， 国际

上的母亲节一般是指5月的第二个周
日， 而西班牙的是5月的第一个周日，
千万不要搞错了。

说起西班牙母亲节的习俗， 其实
跟国际上差不多 。 赠送母亲康乃馨 ，
一家人团聚。 这一天， 人们总要想方
设法使母亲愉快地度过节日， 感谢和
补偿她们一年的辛勤劳动。 最普通的
方式是向母亲赠送母亲节卡片和礼物。
节日里， 每个母亲都会满怀喜悦的心
情， 接受孩子们和丈夫赠送的玫瑰花
或其他花束、 糖果、 书和纪念品， 特
别是当她们收到小孩子们自己动手制
作的上面用蜡笔稚气地写着 “妈妈 ，
我爱你” 的字样的卡片时， 更会感到
格外自豪和欣慰。

英国 回家探视双亲

每年四旬斋 （西方基督教会大斋
节的第一个星期日， 大致在复活节前
40天） 的第四个星期日为英国的母亲
节， 人们在这一天回家探视双亲， 并
致礼表示敬意。

每年的母亲节前旬， 伦敦的各大
商店都会推出各种母亲节的温馨礼物
和促销活动， 提醒大家不要忘记了节
日 。 英国人喜欢在各种节日送贺卡 ，
卖贺卡的商店就更是生意兴隆， 令母
亲节增添了许多节日的气氛。

荷兰 床上温馨早餐

在荷兰， 平日里都是妈妈早早起
床， 为全家做早餐。 但5月母亲节这一
天早晨， 妈妈不但不用早起， 还可以
在床上享用一顿孩子们专门为她精心
准备的早餐。 母亲节前一晚， 孩子们
就会一再叮嘱妈妈： “明天早晨 (在
约好的时间之前) 千万不要起床。”

第二天早晨， 敲门声、 歌声会准
时在门外响起， 丰盛早餐四溢的香气
从门缝里钻进来， 飘至妈妈床前。 然

后， 孩子们用精美的餐盘， 把早餐端
至床边。 幸福的妈妈这时可以看看，孩
子们都为自己准备了什么好吃的？ 哇!
有吐司、鸡蛋、水果，还有奶茶！

朝鲜 “政治大事件”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决定从
2012年起 ， 每年11月16日为母亲节 。
此前 ， 朝鲜曾在 1961年 、 1998年和
2005年不定期地庆祝过三届母亲节。

朝鲜主流媒体在母亲节一个月前
就开始渲染母亲节的喜悦气氛， 倾全
社会之力赞颂 “为险峻国家建设奉献
青春、 培养英才的英雄母亲”。

通常， 母亲节是献给自己的母亲，
而朝鲜的母亲节是献给整个社会、 国
家和党。 母亲节期间， 所有要闻和话
题都围绕于此 ， 全国上下一致庆祝 ，
没有比这更重要的时事。 “这是全国
的政治大事件 ， 是歌唱给母亲党的
歌。” 2012年11月16日， 朝鲜曾举行第
四届全国母亲大会。

韩国 我们过“父母节”

就在西方母亲节到来之际， 韩国
刚刚庆祝完自己特有的法定节日 “父
母节”。 顾名思义， “父母节” 是一年
中为特别感谢父母而设立的节日。 早
在1956年， 韩国把5月8日设为本国的
“母亲节”。 不过， 多年来每当人们表
达对母亲的养育之恩时也不忘感恩父
亲。 为此， 从1973年起， 这一天正式
改为 “父母节”， 且一直延续至今， 成
为韩国非常重要的节日。

在 “父母节” 当天， 子女通常会
为父母制作贺卡、 准备鲜花， 同时会
送上一份礼物以表心意， 当然最重要
的还是陪伴在父母身边以尽孝心。

如若当天拜访父母， 子女首先需
向父母行大礼， 即韩国传统的 “跪拜
礼”。 行礼之后送上鲜花和礼物， 之后
围坐在父母身旁接受教导， 例如一些
传统的尊老爱幼思想和一些传统的礼
仪文化。 如今， 为进一步培养下一代
的孝道思想、 继承礼义忠孝的优良传
统， 韩国许多学校甚至开展丰富多彩
的尽孝活动， 包括组织学生为父母洗
脚等。 不过， 父母们表示， 相比物质
上的给予， 他们更期待的是子女的一
句贴心话、 一个关爱的眼神。

法国 陪妈妈看歌剧

1950年5月24日， 法国颁布法律把
每年5月最后一个星期日设定为母亲
节。 今年， 法国人将在5月25日为母亲

欢庆节日。
鲜花是法国人庆祝母亲节必不可

少的礼物。 此外， 为让母亲们从繁重
的家务劳动中 “解放” 出来， 大多数
法国人在母亲节当天会邀请母亲外出
就餐， 有些人还会在餐后陪伴母亲看
电影、 欣赏歌剧等。

埃及 过自己的母亲节

每年3月21日是埃及的母亲节。
这一天， 埃及家庭的子女们都会

为母亲精心准备礼物， 感谢她们为家
庭的无私付出和奉献， 祝福母亲永远
幸福平安 、 健康快乐 。 在有些家庭 ，
父亲也会借此机会送礼物给妻子。

如果当天不是周末， 埃及的学校
和幼儿园也会举办一些庆祝活动， 通
过表演节目的方式让学生们体会做母
亲的不易， 表达对母亲的爱。

对于那些性格内向且不善表达的
儿女， 他们更喜欢在这天给妈妈写封
信， 说说悄悄话， 讲述自己的成长和
进步， 与母亲分享成功的喜悦， 或设
计并制作一张卡片， 虽不如商店内所
售卖的贺卡精致， 却包含着对母亲浓
浓的爱意和祝福。 母亲收到这些看似
不起眼却心意满满的祝福， 或许是她
们最好的礼物。 每年过节收到信件或
卡片， 母亲们在反复看过后都会将它
们精心整理起来并留存很长时间。

墨西哥 专心陪妈妈吃饭

墨西哥人的母亲节固定在每年5月
10日这一天。 当天， 所有墨西哥人都
会停下手头工作， 与母亲吃一顿像样
的午餐。 电台主持人玛克辛·伍德赛德
说： “墨西哥人非常依恋家庭， 这与
美国人不同， 美国人等孩子长到18岁
就把他们赶出家门。 在墨西哥， 有些
40岁的男人仍和他们的母亲同住， 这
有何不可呢？ 他们的妈妈仍然在帮他
们洗衣服。”

墨西哥最受欢迎的母亲节礼物是
熨斗。 还有很多人送搅拌器， 用来做
汤、 酱汁和沙拉。

在母亲节最受欢迎的餐厅自然是
充满家庭氛围的类型， 孩子可以跑来
跑去， 家人围坐在长桌周围， 桌上摆
满了墨西哥风味美食。 一次隆重的母
亲节午餐很轻易地便会超过5个小时。

过母亲节在墨西哥是个传统， 而
且墨西哥人很喜欢聚会。 因为母亲帮
我们干活、 打扫卫生、 做饭， 因此我
们认为一年中至少有一天， 我们应当
带她出来， 让别人做饭。 摘自搜狐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