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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潭海峡民间艺术馆是福建
映像海坛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创办
的一家集展览、营销、体验与观光
工坊为一体的多功能文旅基地。
它标志着平潭贝雕由单一化的生
产提升为旅游文创产业。

场馆位于台湾小镇32号楼，
一层为观光工坊区，二层为参展
区、体验区、乐购区、休闲区、研学
区。旨在为大众提供具有平潭
风、两岸缘、国际范的特色文创空
间。同时，也是平潭贝雕省级非
遗传承基地、省文联省宣“一县一
品”特色文艺基地、平潭贝雕国家
级地标产品展示基地和青少年研
学基地。

丰富藏品体现在“四个一
千”，即为：奇螺异贝1000件、精
品贝雕 1000 件、两岸书画 1000
件、闽台工艺1000件。

别看冯昶锟年纪小，但他独立
自主的生活能力比一般孩子要强
不少，洗碗、炒菜等家务活都不在
话下。在厨房灶台前，冯昶锟左手
拿锅，右手拿着铲子，正在煎鸡
蛋。看他熟练的样子，像是一名做
饭小达人。原来，这些家务技能也
来自妈妈覃艳的“真传”。

“很喜欢和儿子的相处时间，
高质量的陪伴是和孩子共同做一
件事。可以是一起读一本书，或是
做一件家务活。”覃艳说。

在覃艳的教育理念里，一直秉
持着这样的观念，那就是孩子的自
信源于父母对他的爱，父母要充分
信任，并学会鼓励、引导孩子，挖掘
孩子身上的优点。

在不同阶段，覃艳会根据孩子
学习、生活上的不同表现进行教育
和鼓励。“如果孩子犯了错误，我会
用讲道理的方式告诉他。当孩子
表现好的时候，我会及时表扬和鼓

励。”覃艳说。
覃艳会以身作则，让冯昶锟从

小学会做个懂礼貌、尊老爱幼的孩
子，并有意识地让他养成问好的习
惯。“孩子每天看到邻居、长辈等都
会热情打招呼，同样也收获成长的
快乐。”覃艳说。

随着时间推移，冯昶锟也成为
妈妈心中的最佳“小暖男”。几年前
的一件事情让覃艳记忆犹新。那
时，冯昶锟还在小学低年级阶段，当
他看到妈妈一大早起床给奶奶煮生
日面时，就脱口而出：“妈妈，我以后
也要给你煮一碗生日面。”听到这句
话，覃艳内心满心欢喜，感觉儿子长
大了，懂事了。

对于父母的多年付出，冯昶锟
也表达了自己的感激之情。“谢谢
爸爸妈妈的培养，让我变得更加独
立，学会了不少劳动技能，我相信
这将是我未来成长路上最宝贵的
财富。”冯昶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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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文创空间学 知 识
走进平潭海峡民间艺术馆，

浓浓的文化气息扑面而来。
福建映像海坛文化创意有限

公司总经理、平潭贝雕传承代
表、平潭贝雕艺术研究院副院长
詹胜老师热情欢迎小记者们的
到来，并向他们讲解起平潭海峡
民间艺术馆的概况。听着讲解，
小记者们对艺术馆的好奇心又

“升级”了，迫不及待想要一探究
竟。

小记者们兴致正欢，詹胜老师
带领着大家开启参观之旅。走过
一处处区域展柜，闽台工艺、自然
沙画、传统剪纸、民俗物件……琳
琅满目的参观展品让小记者们目
不暇接。

在一幅数十米长的清明上河
图仿真作品前，小记者们停下了脚
步。“清明上河图是中国十大传世
名画之一，是北宋画家张择端所创
作的北宋风俗画，属国宝级文物，

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詹胜
老师介绍说。

“技艺太高超了，太震撼了……”
孩子们看到画作上惟妙惟肖的
人物和城市细节，不时发出阵阵
赞叹。

“展馆里不仅有精湛的贝雕作
品，还有各种字画等工艺展品，这
对于孩子们来说，是一场很好的艺
术感知之旅，很有意义，让孩子开
阔了眼界。”家长李晓淋说。

看着这些珍贵的展品，小记者
如同置身于文化艺术空间，参观过
程中，小记者们认真听讲、拿着笔
记本记录下自己的感想。

“我最喜欢的是贝壳化石区
域。这些历经沧桑的贝壳化石太
美丽了，我特别喜欢鹦鹉螺。”小记
者吴易凡开心地说，在参观中体验
到了不同工艺品的魅力，学习到不
少历史、艺术等知识，也扩展了自
己的视野。

制作创意贝雕齐 动 手
在体验区，小记者们被各式

各样的贝壳材料所吸引。“太美
了！”小记者林昱岑赞叹道，一溜
烟跑到桌前，拿起桌上贝壳，爱不
释手地把玩起来。她左看看，右
摸摸，随即下定决心般点了点头
说：“今天就做一朵花。”

小记者林昱岑虽然年龄小，
动手制作之前不免有几分犹豫。
在詹老师的指导下，她有了自己
的制作思路。只见她以圆盘为
底，先挑选海螺、扇贝、珊瑚等作
为制作材料，再按照自己的创作
思路，拿起胶枪一点点将这些材
料粘贴在圆盘上，不一会儿，一朵
漂亮的花朵模样贝雕作品出炉
了。

这是小记者林睿可第二次参
与体验贝雕制作。现场，在老师
指导下，她发挥想象力，用海螺、
白考螺等材料，制作出一幅平潭
石牌洋贝雕。“石牌洋是平潭的著
名景区地标，而贝雕也是平潭的
非遗，用贝壳制作石牌洋贝雕很
有意义。”林睿可说。

“现场制作材料很丰富，因
此，在选择材料上也费了不少心
思。因为有了此前的制作经验，
今天操作起来熟练多了。”林睿可
说。

看着手中的贝壳材料，小记
者林赛维感觉无从下手。妈妈在
一边耐心引导：“赛维，我们来制
作金鱼吧。”这句话点醒了林赛
维，他认真挑选所需的材料，拿起
胶枪，认真制作了起来。在詹老

师耐心指导下，一只栩栩如生的
金鱼诞生了。

金鱼整体模型好了，但总感
觉少了点精气神。林赛维认真思
索一番后，又精心挑选了两个小
贝壳粘在金鱼的眼睛上，这下，金
鱼显得更加惟妙惟肖了，林赛维
开心地笑了起来。

“这次平潭海峡民间艺术馆
之行，让我领略了平潭贝雕文化
的魅力，我一定要好好学习，把平
潭贝雕文化传承下去。”林赛维
说。

半个多小时的制作学习时间
很快过去，小记者们一个个都意
犹未尽，不愿离去。他们巧用贝
类的天然色泽、纹理形状，经过精
心设计，最终一个个花朵、金鱼等
作品就呈现在眼前。“自己动手制
作贝雕作品后，让我明白，做每一
件事情都很不容易，就像制作贝
雕时使用胶枪一样，看似简单，但
操作起来却很费劲，需要认真细
致。”小记者翁梓涵说。

当天，不少家长也一展技能，
参与制作了老鼠等动物贝雕作
品。“这样的活动真好，生活中很
少有机会能制作贝雕作品，不仅
激发了孩子创造力，也能感受到
贝壳的美。”家长王静说，希望孩
子多多参加小记者活动，既能打
开眼界，还能积累写作素材，一举
两得。

詹胜表示，接下来，将把艺术
馆发展成为青少年研学基地，让
学生感受美、创造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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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胜(中)为小记者讲解贝雕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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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三岁开始背古诗，三年级就跟着妈妈学做家务……

这位12岁的小男孩名叫冯昶锟，他来自城东小学。孩子

的优秀离不开父母的精心培养。在妈妈覃艳教育下，冯昶

锟不仅培养了爱干家务、烧菜做饭的独立生活能力，还养

成热爱阅读的好习惯。在学校里，他是数学组长、卫生组

长、后勤队长，在学习上也名列前茅，并荣获“最佳班干部”

“学习之星”“进步之星”“优秀学生”等奖项。这一期，一起

听听昶锟妈妈的教育经吧！

↑冯昶锟在制作蛋炒饭

■融媒体记者 冯 荣/文 陈澜清/摄

洗碗、做饭、爱阅读……

邻家小“暖男”这样养成

高效陪伴 支持孩子兴趣爱好

在昶锟家书房书架上，塞满了
历史、科学、文学等各类学科书籍，
让人眼花缭乱。在书桌前，冯昶锟
手捧课外书籍，安静阅读，全神贯
注。

阅读是冯昶锟的爱好之一。
“这些书我都看过，以前看拼音类
的儿童读物、童话类书籍，现在还
喜欢读文学散文等书籍。”冯昶锟
说。

“从小妈妈就带我一起读书，
我才喜欢上阅读的。”冯昶锟说。

原来，冯昶锟从读幼儿园开
始，妈妈覃艳就陪他一起朗诵古
诗、故事类读物，很早就教他识
字，是昶锟身边的“陪读妈妈”。
在孩子培养阅读能力上，覃艳经
常给孩子讲故事，陪孩子一起阅
读。“幼儿和小学一年级阶段，我
每天会给昶锟讲半小时的书籍
内容，到了小学二年级，我就让
孩子每天自主阅读，慢慢地，孩
子就养成了爱阅读的好习惯。”
覃艳说。

小学一年级时，比拼背诵《弟
子规》成为这对母子的日常相处方

式。覃艳与儿子互相当老师，每天
检查《弟子规》的背诵程度。被儿
子检查背诵是一种什么体验？“我
觉得背诵《弟子规》也不是一件易
事，平常儿子背诵，总觉得他背得
不认真。看他认真纠正我的背诵
内容，忽然间，特别理解他在学习
上付出的努力，那份认真，值得我
们家长尊重。”覃艳说。

“很多小孩子的阅读能力不
好，这就需要家长有意识地引导和
培养。”覃艳坦言，陪伴很重要，通
过父母陪伴引导，可以潜移默化改
变孩子的习惯和行为，让他们从小
养成良好阅读习惯。

除了阅读，冯昶锟还对自行
车、篮球都十分感兴趣，篮球更是
他的“挚爱”。 覃艳也十分支持
孩子运动。“兴趣是孩子最好的老
师。从孩子的兴趣着手，培养他
做事情的耐心。让孩子做自己感
兴趣的事，他才会喜欢去做，并坚
持下来。”覃艳说，阅读和运动都
是孩子自由、全面成长的方式之
一，希望他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
情，从而快乐健康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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