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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我们的生活与经济息息相关，从

开门七件事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到每
月辛勤工作所得的工资奖金，从学区
房房价的飞涨到年轻人看着高额账单
头疼不已，从区域发展随处可见的项
目引进到股市中上证指数重攀 3200
点⋯⋯人们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着
一切的物质精神资料。

随着儿童教育的全方位发展，
在智商、情商教育都不愿意输在起
跑线上的当下，财商启蒙也在悄然
兴起。

美国作家罗伯特·清崎曾在其著
作《富爸爸穷爸爸》中，首次提出“财
商”的说法。所谓财商，也就是一个人
与金钱打交道的能力。几乎所有的习
惯，都是从孩提时养成更为长效持
久。在理财已经成为基本生存能力的
今天，如果小时候缺少对金钱的了解
和良好的财商教育，长大后就很可能
为金钱所累、受金钱之苦。

这个夏天，这一课，请您与“钱”早
早相遇。

财商启蒙，这个夏夜给你上一课

7 月 25 日、26 日，英雄读书会发
起了一系列名为“爱心小书市，夜读大
情怀”的暑期志愿者服务活动。44 个
亲子家庭，通过读一本书《小狗钱钱》、
摆一回爱心小书市、参观一次钱币展
示馆、听一场“爱与财富”讲座等多种
形式，不仅进行了浸润式全息阅读，也
充分体会着实例化的财商启蒙。

两天的活动，以近50名孩子在百
大夜巷实地摆摊、快闪讲书为开端，以
在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聆听讲座、验明
纸币真伪作结。

25 日晚，孩子们在夜市摆设摊
位，叫卖商品以闲置书籍为主，同时还
售卖自创文创周边，如有以阅读为主
题的手绘折扇、现场手绘卡通形象
等。占据好市口，在摊位展示之外，间
杂以童稚的叫卖声，还有不时的讨价
还价，以及为结识新伙伴而象征性地
半卖半送，手机支付、现金找零，还通
过现场演讲推荐一本书的方式实现引
流⋯⋯让孩子们尽情体会了“经济”的
魅力。

26 日，孩子们来到江南农村商业
银行的钱币展示馆。这是江苏省首家
金融机构钱币展示馆。从最早的货币
之一贝币到东汉时期的“广口布纹钱
坛”，从“青铜马猴摇钱树”到“银两之
争”，从通宝到我国目前发行的5套人
民币⋯⋯实物呈现让孩子们充分了解
了“钱”世今生；“爱与财富”主题讲座，
则让他们更为直观地懂得如何甄别人
民币的真伪。

据统计，参与摆摊的孩子们收获
到最低 5 元、最高 857.38 元数额不等
的义卖所得，总计 3600 多元，将全部
赠送给新市民小学用于购置教学物
品。

本组撰稿：何嫄
摄 影：王栋 潘桀

44个亲子家庭将捐
义卖所得3600多元

英雄读书会
发起“爱心小书市”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
的家庭开始重视财商教育。7 月初，
我们发起这场活动，是从读一本书《小
狗钱钱》开始的。”英雄读书会发起人
之一、河海大学老师陶冶说，这次“爱
心小书市”活动，称得上是一次“浸润
式全息阅读”。孩子们通过这样丰富
的形式，能够理解书里的各种概念，比
如说怎么赚钱，怎么去解决痛点，怎样
去为自己创造财富，怎样去实现自己
的梦想等等。

“爱心小书市”上，小姑娘吴芸帆
埋首手绘卡通头像的场景，吸引了大
量人员驻足围观。她的摊位上，明码
标 价“ 卡 通 人 物 头 像 3 元 ，定 制 5
元”。当有客户通过微信预付完毕，端
正地坐在吴芸帆对面的凳子上时，只
见她仔仔细细地观察后，寥寥几笔就
勾出了一个 Q 版的头像画。更为厉
害的是，12 岁的她还在抖音上开设了
账号，直播自己作画的过程，截至今年
7月，已有粉丝3.2万人。

在这场由娃娃摊主主导的财商练
摊中，23 号摊主、局前街小学四年级
学生金沁悦主要售卖二手书、头箍和
毛绒玩具，最终营收为 55 元。妈妈
说：“书基本是半卖半送，头箍只卖了
18 个，因为没有经验，‘成绩’不算
好。”但母女俩都说，这次学到了很多
销售经验，还大胆地推销了自己的产
品，以物换物，玩得很开心。

财商教育，作为在常出现的新兴
事物，搭上“夜间经济”便车引发关注
的同时，仍然是个性化的探索，“想说
爱你不容易”。

2018 年，国内首份亲子财商教育
研究报告指出，中国人的平均财商指
数为 60.1，刚刚迈过及格线。首都经
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院长尹志超通过
利率计算、通货膨胀和投资风险三个
问题来计算中国家庭的金融知识水
平，结果全部回答正确的家庭只占
1.65%，远远低于美国、荷兰等重视财
商教育的国家。

与智商不同，财商更多依赖后天

的教育和培养，需要从小开始，在孩子
形成不正确的观念和习惯之前，教育
并引导他们养成财商。早在上世纪八
九十年代，就有许多发达国家把少儿
理财课程开进了中小学，把财商教育
作为国民教育的重要部分。

吴芸帆的妈妈陶莉在保险公司工
作。她说，在女儿很小的时候，就开始
锻炼她对数字的敏感了；从三四岁起，
就开始在家玩“买卖游戏”，由女儿自
己定价，逐步从以物易物、自己画道具
钱过渡到使用真的人民币。陶莉说：

“打酱油、买调料时，我都会让女儿去
跑个腿，适量多给一点，多下来的钱就
会鼓励她再选一个东西或者是存起
来。”随着妈妈给予的锻炼增加，吴芸
帆小学二三年级时就开始听《小狗钱
钱》的音频书；三年级时会列出梦想清
单，并在淘宝上货比三家自己挑选；再
大些，她甚至会自制玩具或风靡的盲
盒，在同学间售卖。

事实上，像陶莉这样因为职业的
接近性而言传身教的，在家庭式财商
启蒙中占据了大多数。金沁悦的妈妈

是会计，平时让孩子自己管理压岁钱。
在家庭的重大决定中，会给孩子举手表
决权。金沁悦妈妈说：“比如买房，我会
带她一起去看楼盘，告诉她我选择的原
因，是因为学区还是因为交通便利靠近
地铁。虽然她总是投反对票，会因为羡
慕同学家有专门的游戏房而反驳我为什
么总买小房子不买大平层。我就会帮她
分析原因，用离学校近、方便上兴趣班、
小房子好转手等来说服她。”

关注亲子教育、经常组织“常读”亲
子活动的“青鸟”认为：“财商启蒙教育
的重点绝不是只教会孩子认钱。比起
整天告诉孩子赚大钱，培养孩子‘花钱’

‘赚钱’以及‘存钱’这三方面的思维想
法更加重要。”她认为，健康的金钱观决
定了孩子的情商。完整的财商教育必
须是家庭教育、理财教育、道德教育三
者的平衡结合。培养孩子的财商，首先
要打好基础，培养孩子的金钱观和价值
观；其次重在实践，要让孩子试着去做，
允许孩子犯错；再次就是要帮助孩子形
成自己的金钱观，最终让孩子能够自己
管理金钱。

财商教育，想说爱你不容易

毗毗 陵陵 ·· 发现发现

最近，我市接连发生两起狗狗撞人
事故，导致一人骨折，一人重伤身亡。两
起事故，都是狗狗跟随主人出门遛弯，主
人没有牵狗绳，狗狗撒欢乱跑后撞上骑
车者，导致事故。

6 月 8 日早晨 6 点 01 分，王女士骑
电动自行车沿潞横路由西往东行驶，
至东城路路口时遇绿灯，就在她快要
通过人行道时，突然，道路右侧蹿出一
条狗，速度很快，撞在了王女士的车头
上。王女士猝不及防跌倒在地，狗被
撞得在地上打了几个滚，但它很快一
骨碌爬了起来，飞快地“闯红灯”跑向
了马路对面。

王女士可就没那么幸运了，倒在地
上懵了好一会儿，右肩剧疼，最后在好心
人的搀扶下才站了起来。到医院一查，
发现右肩骨折，颅内还有少许出血。第
二天，王女士才想起来应该报警。

经开区交警大队城区中队对事发路
段的视频资料进行调查，一路追踪，发现
当天早晨 5 点 40 分左右，这条狗从附近
潞城老街的一条小弄堂里出来，后面跟
着一位老太太，没有牵绳。20 多分钟
后，事故发生。

民警在老街找到了狗主人李某。据
了解，李某当天有事，是家中的老人去遛
狗的。因为对面绿地离家不远，且一大
早来往车辆很少，便没有牵狗绳。回家
途中，老人先过了马路，见主人招手，落

在后面的狗飞快地往前追赶，导致意外
发生。

因为狗“闯红灯”造成事故，责任
由狗主人承担。6 月 10 日，经开区交
警 大 队 对 这 一 离 奇 车 祸 作 出 事 故 认
定，李某承担全部责任，面临不菲的医
疗费赔偿。

本次事故中，王女士还算幸运，毕竟
只是受伤。7月1日，溧阳一名女子因被
狗撞，重伤倒地后不幸身亡。

7 月 1 日晚 7 点半左右，一名女子骑
电动自行车沿溧阳南环西路行驶，突然，
一条狗横穿出来，女子避让不及，连人带
车重重摔倒在地，经送医院抢救无效后
不幸身亡。

据了解，事发前，狗主人出门遛狗，
出小区时还牵着绳，途中便放了手。见
主人走在前面，狗急于追赶，快速横穿马
路，撞上了骑车经过的女子。目前，这起
事故仍在处理中。

记者了解到，因为遛狗不牵绳导致
的事故每年都有，大多是宠物狗撞上机

动车导致自身伤亡。随着电动自行车的
增多，宠物狗乱蹿引起骑行人受伤甚至
死亡的事故也有发生。

钟楼交警大队清潭中队中队长周
晓含告诉记者，他们辖区因为老小区比
较多，很多老人爱养宠物，又没有牵绳
的习惯，导致狗狗在小区乱跑被汽车撞
的事经常发生。此类事故一般会引起
治安纠纷。前几年，他的朋友就因为在
小区里撞死了一条未牵绳的宠物狗，车
子被对方砸了，为了歇事宁人，还赔了
对方 500 元。

“其实，对于狗主人来说，遛狗不牵
绳的风险相当大。”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事
故大队四中队中队长殷亮介绍，《江苏省
公安厅交通巡逻警察总队关于交通事故
处理有关问题的意见》（苏公交 2011
94 号）明确规定，对车辆与宠物犬只等
在道路上发生碰撞、碾压、刮擦，造成车
辆财产损失或者人员伤亡，或者宠物犬
只等伤亡的，按照交通事故处理。对此
类事故，因宠物犬只等未拴系牵引或者

牵引不当引发事故的，其所有人承担事
故全部责任。

殷亮提醒市民，遛狗一定要牵绳，一
旦发生撞到宠物犬的事故，驾驶员不要
慌张，应查看宠物犬有无拴系牵引绳并
拍照取证，同时报警处理，由警察确定事
故责任，不要盲目私了。

记者注意到，在经开区的那起案
件中，宠物狗是在人行横道上奔跑撞
上了骑车人王女士的。行人在人行横
道有优先通行权，宠物狗是否也享有
该权利呢？

“肯定不享有，人行横道是专为人
设立的。”殷亮说，机动车遇行人过人行
横道应该让行，主人牵狗上路，就要确
保不让动物乱跑乱蹿危害公共安全，如
果狗脱离控制，在尊重生命的角度并确
保安全的前提下，驾驶员可以让行，但
如果避让不及撞上了，那机动车是没有
责任的，法律没有规定机动车要去礼让
一个“物品”。

芮伟芬

骑车人遇到横穿马路的狗狗——

一人摔倒骨折 一人重伤身亡

本报讯 “谢谢你们啊！这么
多好心人帮我，我家的桃子顺顺利利
基本都卖完了。”昨天上午，记者再次
来到武进区前黄镇坊东村瞿燕家的
桃园，瞿燕妈妈黄格凤高兴地说，一
再要记者代她家向好心人表达感谢。

7 月 28 日，本报刊登了《家中
桃园上万只晚桃再不卖掉，都要烂
了》的报道，引发好心人的关注。武
进星辰实验学校工会副主席刘晓燕
立即在朋友圈和微信群中转发，呼
吁亲友们伸出援手。微信群中多数
是她的同事，大家你两箱我三箱，很
快凑了100多箱。考虑到瞿燕家送
货困难，为了给她省些运费，一名老
师自己开车赶到桃园取货。

“前天有好几个人，冒着大雨来
拿桃子。”一直在瞿燕家帮忙的张嫦
娥说，有 4 个小伙子来拉走了好几
十箱，还有一个是瞿燕同学的叔叔，
看到报纸后，赶来买了800元桃子，
硬是给了1000元。“桃子快下市了，
包装箱买不到，四药厂的好心人买
我家桃，连盒子都想着帮我们省。”
黄格凤感激地说，前天中午，四药厂
有几个热心人专程到她家了解情
况，因为当天雨大，桃子采的不多，
他们带走了10多箱，让第二天采摘
下来后再送货。

记者联系上常州四药制药有限
公司食堂负责人许进。他说，董事
长屠永锐看到报道后，当天就让他

们联系帮帮瞿燕一家，“我们食堂每天
提供水果的，正好一举两得。听说桃
园还有最后一批桃子等待成熟，我跟
瞿燕说了，如果难卖，也可以送过来。”

“她家有多少桃子，我们全包了。”
从本报看到瞿燕家的困境后，江苏高
科物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王胜立即作出
决定。昨天上午，公司旗下“吃在常
州”平台负责人与记者一起来到瞿燕
家，将剩余的 100 多箱桃子全部装
车。负责人告诉记者，高科物业与常
州供销社合作开办了扶贫孵化基地，
专门为贫困农户销售农产品，还进驻
小区开设慈善超市，招募贫困家庭经
营，目前已开设 6 家，计划年内开设
33 家。如果瞿燕家明年还种桃，可以
考虑让他们加入扶贫孵化基地，并给
他们包销。

“要是没有这么多好心人帮我们，
真不知道该怎么办。真是太感谢了。”
瞿燕再三表达谢意。她说，除了树上
还剩的一些小桃子，成熟的都卖掉
了。要不是大家帮忙，妈妈要包车到
无锡阳山去卖，晚上十一二点才能到
家，特别辛苦，还卖不出好价。

说到明年的计划，瞿燕说，爸爸、
哥哥这个样子，妈妈一个人实在忙不
过来，还是想把桃园转手。“目前，我想
打个暑假工，赚钱给自己买台电脑。”
瞿燕说想填报软件专业，电脑是必须
品，但她不想向父母伸手。

（芮伟芬）

《家中桃园上万只晚桃再不卖掉，都要烂了》续——

好心人接力相助
瞿燕家的桃子卖掉了

本报讯 “遇到他们这样的暖
心人，我想我会爱上常州这座有温
度的城市。”近日，在南京工作的旅
客 陈 女 士 致 电 本 报 新 闻 热 线
86606666，希望通过本报感谢常州
北站客运工作人员，在她出差常州
返回南京体力不支时，工作人员细
致入微地照顾她，让她在异地感受
到了家的温暖。

7 月 24 日，陈女士到我市出
差，周六开了整整一天的会，傍晚
她想赶回南京。在酒店收拾东西
时，她就觉得有点疲劳。“当时我想
着坚持一下，应该没多大问题。”哪
知，到常州北站后，她开始冒冷汗，
头晕，状态非常差。边上一位好心
乘客发现后，立即喊来客运工作人
员朱超。朱超询问了陈女士的具
体情况，劝她先休息好再返回南

京，车票可以改签。
之后，朱超和同事孔巢君帮陈女

士拿行李，安排她到母婴候车室休
息。躺下后，陈女士很快陷入了昏睡
状态。由于母婴候车室人员进出频
繁，为免发生意外，孔巢君每隔 10 分
钟去探望一次。“我迷迷糊糊感觉有人
进来，在我边上放了什么东西，后来就
什么都不知道了。”陈女士说，醒来后，
她看到桌边有水和饮料，晚上 6 点左
右，孔巢君又送来了香喷喷的盒饭，这
让孤身在外陷入困境的陈女士心头暖
暖的，很感动。“他们对需要帮助的陌
生旅客，真的像对家人一般”。

不久，得到消息的陈女士丈夫从
南京赶来，孔巢君帮陈女士改签了车
票，还叮嘱同事尽量把两人安排在同
一车厢相邻座位，方便照顾。

（童华岗）

一位南京旅客的感谢

“体力不支的我，遇到暖暖的你”

本报讯 近日，常州经开区市
场监管局横山桥分局接到一起反映
横山桥镇卫生院医疗服务价格的举
报，这是自价格监管职能下放以来，
分局接到的首例医疗服务价格举
报。横山桥分局立即分派监管干
部，按照价格举报处置流程行动。

市场监管人员首先联系了举
报人。举报人表示，其妻子去医院
进行了企业员工入职体检，并进行
了核酸检测，实际支付了 440 元

（体检费用 200 元+核酸检测费用
240 元），认为医院这两个项目价
格过高。市场监管人员随后到医
院现场核查，在体检咨询处，医院
对体检价格明细进行了公示。在
征得举报人同意后，医院调取了系
统内 7 月 9 日举报人妻子的付款记
录 ，显 示 举 报 人 妻 子 共 付 款 320
元，其中体检费用 200 元，核酸检

测费用 120 元。根据江苏省医保局、
江苏省卫健委发布的《关于降低新型
冠状病毒核酸检测等项目价格的通
知》（以下简称《通知》）的相关要求，
核 酸 检 测（PCR 法）最 高 指 导 价 为
120 元，医院收费并未超过最高指导
价。分局认为，医院执行了政府指导
价，并未多收费乱收费，决定不予移
交立案。

分局干部现场联系了举报人，将
核查情况告知，举报人在查看了收费
单据后，确认医院收取的价格是 320
元，认为可能是自己记性有误，对市场
监管人员表达了感谢。

随着国家医疗制度改革的不断推
进和群众维权意识的不断提高，医疗
机构、医疗服务的价格投诉举报逐渐
增多，市场监管部门会更好地承担起

“物价守护者”的职责。
（邱梁骏 庄奕）

发现医疗服务价格违法
可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

近日，我市红梅公园笔架山
西侧河塘里，出现了 2 只“三有动
物”——斑嘴鸭。2 只野鸭都不怕
人，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游客近距
离观赏。据了解，斑嘴鸭以植物
为主食，也吃无脊椎动物和甲壳

动物，大部分斑嘴鸭是候鸟，亦有部
分在长江中下游、东南沿海和台湾
地 区 终 年 留 居 。 斑 嘴 鸭 已 被 列 入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
名录》。

童华岗 严刚图文报道

斑嘴鸭“落户”红梅公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