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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国
之鉴

去英国旅游的时候，我住
在了老公的朋友家。 老公的朋
友叫查理，他们曾经是中国公
司的同事。 查理和他的妻子凯
瑟琳都非常友好，他们有一个
7 岁的儿子， 小家伙一头金黄
色的头发，活泼好动，会讲简
单的中文。 在朋友家的几天
里，感受到了他们对孩子的另
一种爱。

到查理家的第一天，我们
就发现英国人在教育孩子方
面的不同。 那天晚上，我们吃
完饭，我主动帮凯瑟琳收拾碗
筷。 可查理夫妇及时制止了
我，他们说这些事情不用我们
做，我想可能因为英国人也像
我们一样客套吧。 可让我吃惊
的是， 做这些工作的竟然是他们的儿子小查
理。 我不禁诧异他还这么小， 怎么能做这些
呢？女主人笑着说：“不要吃惊，小查理从两岁
起就学着洗碗了， 这些对他来说都不算什
么。 ”我能感觉自己当时的失态，一下子脱口
而出：“天哪，两岁的孩子怎么能干这些呢？ ”
女主人显然为我的吃惊感到不可思议，她说：

“为什么不能？ ”
旁边的查理向我们解释说， 几年前他明

知儿子是不可能胜任洗碗的， 但他还是让儿
子尝试地去做了。那时，他不仅把自己浑身弄
湿还打碎了碗。当儿子沮丧地哭起来后，查理
给他洗了澡，换了干净衣服，然后自己系好围
裙，示范如何把碗洗干净抹干。查理的想法非
常简单：要给孩子失败的机会，面对失败，一
次次改正错误，直到成功，这不只是教孩子学
习并掌握能力，同时也是教他一种人生态度。

“要给孩子失败的机会”，查理夫妇对孩子
的教育方法震惊了我们。 更多的时候，是我们
缺乏耐心，想着让孩子做还不如自己来呢。 可
是很多父母却忽略了一个事实：敢于放手让孩
子尝试，才能帮孩子从小学习规避危险。 因为
孩子不能总在我们的眼皮底下， 被开水烫伤，
被剪刀划伤，这些都是生活里常见的危险。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 我们见识了小查理
的独立能力。 每天，他自己定闹钟起床，自己
冲奶煎鸡蛋。一切收拾好以后，他自己走到校
车站牌下。不仅如此，家里的水管、电器坏了，
小查理也能修，甚至修汽车，他也能说得头头
是道。

和朋友家的孩子相比， 我家孩子在生活
能力方面差得太多了。平时，孩子即使想要尝
试，我和很多父母一样，担心他做不好。 可是
不给孩子失败的机会， 他怎么可能学着成长
呢。从英国朋友那儿，我不仅学到了教育孩子
的方式， 还对自己以前的做法进行
了反思：我们中国的父母经常喊累，
是不是因为我们剥夺了孩子太多尝
试的机会？

□ 吴 佚

最近，电视剧《人民的名义》火了，相信追
了这部剧的人都会对国家某部委项目处长赵
德汉这个人物留下深刻的印象。 他清楚地记
得自己受贿的金额———人民币两亿三千九百
九十九万五千四百元， 而面对满满一冰箱的
钱，他竟然说出：“我一分钱都没花，我们家祖
祖辈辈都是农民，穷怕了。 ”虽然赵德汉已经
当了处长， 坐享荣华富贵， 但仍然是“穷怕
了”。 从表面上看，是小时候家境贫寒缺乏安
全感的后遗症，但其根本原因是：儿童时代没
有受到家长良好的教育与指引。

与孩子“谈钱”，已经是每一位父母无法
避免的教育话题。 聪明的父母从来不会跟孩
子哭穷，哭穷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能让孩子
被穷吞噬。 而教孩子认识钱， 意义远在钱之
外。

我曾经在商场中见到过这样一幕： 孩子
看中一个几块钱的玩具，想要妈妈给他买，妈
妈瞪孩子一眼， 歇斯底里地大吼：“你知不知
道妈妈每天上班多辛苦？ 赚的钱除了给你上

学外，只够每个月的生活费，你怎么这么不懂
事！”孩子被吓，大气不敢喘，难以理解为什么
前一秒还笑得像春风般温暖的妈妈， 此刻却
这样无情。

我不否认孩子会因为父母经常的“哭穷”
而变得节俭， 但孩子内心的匮乏感也
会伴随着孩子一生的成长， 并且会因
匮乏感而带来诸多的毛病。 因为穷意
识背后紧逼家庭的压力占据了大脑，

很容易影响孩子的眼界和格局。
经济上被严格管制， 物质一直未能被满

足的孩子，长大后容易处处追逐金钱，很难获
得真正的快乐人生。 我有位从小被穷养长大
的高级白领朋友， 早年间手上存款就不低于
60 万， 她身边的朋友和同事从 2011 年开始
劝她买房， 当时首付很少就可拥有市区极具
开发潜质的商品房。 但她就是没勇气从那 60
万的存款中拿出很少的一部分来获得自己的
房子，而如今哪怕把 60 万都拿出来，也仅仅
够一套市中心商品房的首付。 她每次出去旅
游，被朋友拉去买护肤品，喝一杯 30 多元钱
星巴克的时候……都处在一种很痛苦的状
态。我的这位朋友就是这样，即使凭借自己的
劳动赚到钱也不舍得安心享受。 故事背后她
的家境并不很贫穷，但父母“贫穷的思维”影
响了她一生。

从小被灌输贫穷观的结果， 往往是孩子
特别在乎钱， 因为小时候长期处于贫穷和窘
迫，长大了很难有安全感。“贫穷的思维”就像

一种遗产，无论我们的孩子愿不愿意继承，它
都会被记在孩子人生的户头上。

那么，我们该如何跟孩子谈钱？
一个孩子的内心是否富足或贫瘠， 并不

完全是由于物质是否缺乏而导致， 而是一个
家庭对待生活的态度。 即使一个非常富裕的
家庭， 但如果过分地跟孩子强调金钱的来之
不易或者大人处处对金钱执着， 甚至将金钱
的维持建立在孩子的痛苦上， 那么孩子的内
心也是不能富足起来的。

所以，不要告诉孩子，这个商品很贵，我
们买不起，而是告诉孩子，我们每个月都有预
算，现在已经超预算了，我们只能下次再买；
可以跟孩子商量， 这个商品适合更大一点的
孩子玩，等你长大一点再买；不要告诉孩子，
家里没有钱，只能靠你了，你要好好上学，才
能赚钱养家。

作为家长，培养孩子的金钱观很重要，可
以定期给孩子零花钱， 规定好零花钱的应用
范围，比如告知孩子以后想要买小玩具、小零
食， 都可以自己买单了。 孩子想要什么的时
候，提醒孩子用自己的零花钱去买。

引导孩子建立正确的理财观，合理理财，
还应该教他们如何“给予”，让孩子明白，钱不
仅仅是满足自己的物质需求的工具， 它的价
值还应体现在帮助他人上。

聪明的父母从来不会向孩子哭
穷。 父母应该是自己努力做好自己，
帮助孩子成为更好的自己。

请停止对孩子“哭穷”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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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说女儿要富养，但再
富养， 也不能养成衣来伸手、饭
来张口的千金大小姐。 这两年，
女儿学会了不少生活技能，她以
后还要读大学、参加工作或者出
国留学，希望这些生活技能能够
陪伴她去走更远的路，去看更美
的风景。

平常，晚餐是我们家一天之
中最丰盛、最隆重的，以往女儿
不到饭点不露面，到了饭点千呼
万唤才坐到餐桌前。现在我们一
家三口分工明确， 先生是主厨，
我是伙计，女儿是小伙计。 饭菜
烧好了， 我冲客厅招呼一声，女
儿会摆好碗筷，拉出椅子。饭后，

女儿收拾碗筷、擦桌子，我负责洗碗。 偶尔
先生不在家的时候，我主厨，女儿就成了标
准的小伙计，切葱、剥蒜、择菜都由她全包。

女儿上五年级的时候要求学煮饭炒
菜。 她做的第一道菜是番茄炒鸡蛋， 先煎
蛋，再炒番茄。 说实话，这道菜我都做不好，
不是汤多了，就是炒得太烂。 女儿的厨艺明
显比我好多了， 再加上先生这个大厨的指
导，第一次做就有模有样。

我们家的衣服通常是大件送干洗店，
部分进洗衣机，内衣和毛巾手洗。 往常是我
负责手洗一家三口的内衣、 毛巾和袜子之
类，现在我主动分一些给女儿。 尽管女儿的
小手揉搓不干净，我还得返工，但只要女儿
学会洗衣服， 将来去外地读大学时就不会
出现把内衣送干洗店的情况。

女儿运动量大，袜子经常坏，穿不了几
天脚趾头就露出来了，于是，我教她如何补
袜子。 先生嘲笑我们道：“你们娘儿俩真麻
烦，一双袜子值几个钱，还缝来补去。 ”女儿
严肃地说：“爸爸， 奶奶说了，‘新三年旧三
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你忘本了。 ”先生被
将了一军，只好摇着头走开。 现在女儿除了
能自己缝补袜子外， 我们的扣子松了都是
她负责缝补。

明年， 女儿就要上初中了，
她想去省城读寄宿制学校，这两
年学到的生活技能都能派上用
场了。

孩子“软硬不吃”可用“加减乘除”
□ 金民

长沙吴女士咨询： 儿子熙熙是独生子
女，平时大人做生意管孩子的时间少，在经
济上他有什么要求我们都会最大限度地满
足他。 在学校，他是班上捐款最多的，订报刊
最多的，平日里的零花钱更没少他。 可是前
几天，学校老师反映说，儿子在走廊踢球，把
足球从 4 楼踢下砸坏了老师手机屏幕，他的
态度是：“不就 20 元钱吗，我家附近商店随便
换个手机屏就 20 元， 有什么大不了的？ ”我
不敢相信责任感极强的儿子怎么会说出这
样的话。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长沙高新区虹桥
小学心理教师刘艳丽答： 很显然， 对孩子来

说，零花钱来得太容易就变得轻易。而当今社
会，金钱万能的概念已经深入人心，孩子自然
受到潜移默化的感染。而且，在孩子的成长过
程中，他肯定遇到过大大小小的难题，但都因
为金钱一一得到解决。比如误伤同学，家长赔
医药费买礼物赔礼道歉，事情就过去了；梦寐
以求的足球，说一声，爸爸妈妈立刻给钱就买
了，坏了也没事，爸妈还会再买一个……对孩
子来说， 一切来得太容易就失去了对失误该
有的恐惧和对事物的珍惜和责任。 孩子的正
确金钱观，要尽快树立起来。

一是定期给钱。不是孩子想要就给，或者
手头上有零钱就塞给孩子。 一定要固定一个

日期，比如每周一或者每月初。让孩子知道自
己的零花钱是有限的，应该要有意识地支配。

二是要求孩子十分负责地花这些钱。“好
钢用在刀刃上”，教孩子尽可能地把零用钱用
在有意义的事情上， 充分发挥每一分钱的使
用价值。 和同学攀比、购买垃圾食品，甚至用
于泡吧等行为是极不可取的。

三是让孩子计划开支，记账管理。买东西
前，要孩子先列出想买的物品，想想这些物品
是不是已经有了，是否真的需要。再看这些东
西的价格，货比三家，买了东西后要
记账，把余下的钱存好。

刘芬 /整理

丹丹是个 5岁女孩。 一天，表弟
想玩她的画板，她不给。 妈妈怎么劝
都不听， 便威胁道：“你不给表弟玩，
我就把画板送给他。 ”丹丹说：“我才
不怕你呢，我要告诉奶奶。 ”

对于“软硬不吃”的孩子，家长可
试试“加减乘除”法。

加法：增加对孩子积极言行的关
注。 孩子为什么“软硬不吃”，家长要
尝试探索他们的心理感受， 弄清动
机、对症下药，家长所讲的“软”道理
要切合孩子心理，他才能听进去。 当
孩子有良好的言行时， 家长适时表
扬、奖励，多次积极强化。

减法： 减少无节制的爱和对消极行为的
关注。孩子“软硬不吃”往往与家教有关，家长
过度溺爱会让孩子以自我为中心， 不考虑别
人的感受。家长对孩子的爱要有节制，不要老
盯着不良行为， 孩子有些行为可能正是为了
引起家长的关注，父母可选择忽略，孩子自讨

没趣后，此类行为就会减少、消退。
乘法： 培养孩子的规则意识。

“软硬不吃” 的孩子往往缺乏规则

意识， 家长要让他知道哪些该做、 哪些不该
做，严格按规则执行，让孩子明白，有什么样
的行为就有什么样的结果。 一旦良好的行为
习惯养成，孩子会自动调节不当的行为。

除法：除掉“不一致性”。 当孩子有不当
行为时，有的家长喜欢情绪化处理，心情好
宽大处理，心情不好就重罚。 前后态度不一
致，久而久之，孩子就“软硬不吃”。 祖辈父辈
之间也存在这种情况，因此家人要统一意见
和态度。

零花钱来得太易就变得轻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