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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就要好的女孩儿因为不
同原因寻找爱情，她们在拉
萨和北京的 3731 公里间辗
转，圣山圣湖因为她们的执
着而神圣、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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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捡到的钱
该如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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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 明 ，一 双 扔 在
地板上的高跟鞋

作者：尹建莉

出版社：百花洲文艺
出版时间：2016年7月
简介：从 22 万个案例

中，提炼出98个典型家庭教
育问题。内容涵盖儿童的
行为习惯、学习玩耍、人际
交往、性教育、人格教育、家
庭关系、心理成长等方方面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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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双版纳的采访组里一行
四人。除了杂志社的负责内容
的主编陈楠之外，还有一个和自
己年龄相仿的编辑林芳，以及一
个刚刚大学毕业的小男孩儿。
上飞机前卓玛无意中瞟了一眼
他的身份证，出生日期竟然赫然
写着 1991 年。卓玛忍不住吸了
一口凉气，“这小子竟然比我小
了整整八岁。”卓玛暗自嘀咕。

飞机到了昆明已经是下午
六点，老陈为了见昆明的几个老
朋友，选择在昆明住一夜，第二
天一早飞往西双版纳。卓玛客
随主便，只能顺从。

1991 年出生的小伙儿一路
上对卓玛产生了无比强烈的兴
趣。卓玛的眉毛很粗，微微地向
上扬着的眼角，直直的高鼻梁。
卓玛一身素色的亚麻上衣，配了
一条长长的妃色裙子，细长的脖
子上带着十八岁时阿妈在色拉
寺托喇嘛加持过的“九眼绳”，此
外，再无其他一件多余的饰物。
卓玛坐在一个靠窗的位置上，悠
然恬淡的神态，让这个 1991 年
的小伙儿一路上心猿意马。

卓玛明显地能感觉到，他的

这份兴趣不单单是“藏族人姓什
么”那么简单。

“卓玛姐姐，我叫杨柳。你
叫我小杨或者小柳都行⋯⋯”其
实根本用不着自报家门，卓玛看
到了他身份证上的出生年月日的
同时，自然也看到了他的名字。

“你好，杨柳。”卓玛就是这
样，安静的时候像个大家闺秀，
疯起来俨然就是青藏高原上的
一头野牦牛。

卓玛看着夜色中的祥云街
车水马龙，突然想起拉萨的八廓
街，虽然是拉萨城里最热闹繁华
的地方，但依旧比这里要清静上
几十倍。

杨柳一副不吃遍所有美食
誓不罢休的架势，卓玛跟在身后
有些不耐烦，谁知他倒是毫不见
外，上来就牵着卓玛的手，这让
卓玛有点不舒服了，一扭头，他
竟一把搂住了卓玛的肩⋯⋯

“我得离你近点啊，这么多
人，你又长得这么好看，万一走
丢了，或者被抢去怎么办⋯⋯”
卓玛发现，杨柳睫毛很长，头顶的
路灯照在他的脸上，密密的睫毛
竟然在脸上留下一道长长阴影。
这样的眼睛和睫毛海峰也有，而
且看上去比他的还要好看⋯⋯

卓玛看着杨柳那张年轻充
满活力的脸，不由得想起了海
峰。忍不住叹了一口气。

“嘿，你怎么叹气呀？刚才
那么认真地看我，我正打算问问
你是不是爱上我了？”

杨柳依旧贫嘴寡舌地逗着
卓玛，卓玛想笑又忍住了，侧
着脑袋白了他一眼：“小屁孩
儿，还挺臭美⋯⋯”

“别呀，卓玛。你不能总把
我定位成一个小屁孩儿，这会影
响 到 未 来 我 们 两 个 关 系 的 发
展。”杨柳把一颗撒尿牛丸从长长
的竹签上撸到嘴里，一边大口地
咀嚼，一边口齿不清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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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了一夜，转了一夜，回到
酒店已经过了凌晨一点。卓玛
又困又累，杨柳却依旧精神十
足。酒店长长的走廊里，一字排
开的水晶灯忽明忽暗，闪着有些
暧昧的光。卓玛和杨柳借着光
分别找到各自的房间，卓玛用房
卡开门时，却发现智能门琐不能
识别房卡，忙叫住了杨柳帮忙。

杨柳打开手机的手电筒，蹲
下来研究门琐。看着杨柳粗鲁
地用扶着门把手推来推去，卓玛

不禁皱了皱眉头。这时候，房间
门突然开了，主编陈楠光着膀子
光着脚，身上裹着酒店里白色的
裕袍，一脸红润地站在门口，卓
玛清楚地看床边地上扔着两只
valentino 的最新款高跟鞋，中
午在机场时，这双鞋穿在编辑林
芳的脚上⋯⋯

杨柳仔细看了看被陈楠拉
开的 8018 房门，又低头看了看
自己手里8016的房卡，摸着后脑
勺尴尬地嘿嘿傻乐，而卓玛也恨
不得在地上找一条缝钻进去⋯⋯

好不容易回到房间，卓玛简
单冲了个澡赶紧爬进被窝。虽然
困意十足，却翻来覆去睡不着。
脑子里一直不停地闪着老陈站在
门口一脸淡定的神情、林芳一路
上张口闭口地叫着“陈老师”，以
及那双细跟的高跟鞋⋯⋯

卓玛觉得自己度过了好凌
乱的一天。这时，手机里弹出一
条微信提醒信息，卓玛打开一
看，里面是杨柳发来的一行字：

“卓玛，我好像爱上你了⋯⋯”
“真有毛病！”本来就已经头

大的卓玛看完信息心里暗暗地
骂了一句，随手关上手机，用被
子把脑袋严实地蒙上，强迫自己
赶紧睡着。

尊敬的尹老师，您好：
我女儿（9 岁）在楼下玩的

时候捡到了十元钱，比较脏旧，
拿回家一洗还能用，我不知道该
如何处理。如果交给老师，可是
这钱也不是在学校里捡到的，不
知交给老师是否合适。如果说
交给父母，那么父母应该怎样处
理这十元钱呢？

孩子自己想要这十元钱，想
用来买玩具，我一直没答应。我
说：“如果是在学校捡到的钱，应
该交给老师，可是这是在咱家门
口捡到的，老师也不知道失主是
谁，那怎么办呢？”孩子说：“那就
送给我吧。”我说：“我需要考虑
一下，过几天答复你。”今天孩子
又提这个事，我不知该如何回
答，只能说：“等等再说吧。”于是
赶快给您写信。

请老师指教，我该怎样处理
这件事呢？

尹建莉
捡钱这件事，大部分人都碰

到过。当大人们捡到十元钱，只
要找不到失主，基本上都是自己
花了，估计你也是这样处理的。
但我们对待孩子却另有一套标
准，哪怕是一分钱，也应该“交到

警察叔叔手里边”。但如果我在
这里给你建议，说这十元钱就给
孩子，让孩子花去吧，你一定会
感觉吃惊。

我想，你之所以不愿意把这
十元钱给孩子，应该是有两方面
考虑：一是捡到的钱不属于孩
子，不应该据为己有；二是捡到
钱就算自己的，可能会让孩子产
生占小便宜心理，损害道德。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点。
当一张丢失的纸币像垃圾

一样躺在泥土里，它的价值其实
已经灭失了，随时会被一股风或
一场雨带到下水道或垃圾场，彻
底腐烂消失。孩子敏锐的眼睛
发现了它，捡起来，拿回家洗干
净，于是这张一文不值的废纸又
变成了十元钱——可以说是孩
子创造出了这十元的价值，这钱
理所当然属于孩子。

如果你对此还有疑虑，那么
我们再这样来推演一下，如果钱
是在学校捡的，交给老师了，那
老师应该交给谁？老师有两种
处理方式：第一，用作班费——
这不过是把一个人“据为己有”
变成了全班师生共同“据为己
有”——平摊了的“据为己有”难
道就更高尚些？我们的文化一

直是消解个人，消灭个性，这是
一种可悲的文化，各种“平摊”思
想就是这种文化的具体表现。
第二，假如老师觉得留在班里也
不合适，交给了学校财务科，那
财务科该交给谁？财务科交给
教育局，教育局交给谁？有人可
能会说教育局应该交给国家。
假设最终这十元钱交到国家财
政部了，那么请让我们核算一下
逐级上缴这十元钱所耗费的人
力、物力、财力⋯⋯即使真的到
达财政部了，其耗费的成本将数
倍于上缴的价值。所以，一般小
数额的财物，谁捡了归谁，已经
是这个社会的常识了。

再来看看第二点，花这个钱
是否会损害孩子的道德。

十元钱数额并不大，失主不
太可能返回来寻找，你们也没必
要动用太多的力量去寻找失主，
那么它就可以为孩子拥有，孩子
想怎样支配都可以。并非“不劳
而获”都是坏的，若说不劳而获，
中彩票是不是？炒股发财是不
是？继承遗产是不是？孩子捡
到十元钱，与大人突然中彩一
样，都是上天赐予的礼物，我们
只需坦然地接纳就好，不必有内
疚，也不存在道德上的损害。

真实和善良是道德存在的
第一条件，首先是真实，失去这
条，善良也成了伪善，道德也成
了虚假道德。此时若强迫孩子
放弃这十元钱，那才是不近人情
且虚伪的，对孩子的道德成长并
没有好处。

必须说明一下，以上观点，
并不是说只要是捡到的就可以
据为己有，而是说要区别情况，
实事求是地处理。比如，孩子捡
了一万元（甚至数额更大）或一
台电脑，我们知道失主一定在
焦急地寻找着，也许这是一笔
救命钱，也许电脑里储存了一
个人数年的科研心血，这种情
况下绝不可以把偶遇之物据为
己有，要积极联系有关部门，
努力寻找失主，因为这丢失的
财物可能会对一个人的生活产
生巨大影响。无论如何，只要
有可能找到失主，我们的身份
就必须不能是拥有者，而是暂
时保管者，妥善地替失主保管
好东西，直到安全归还。哪怕
是十元钱，只要认为能找到失
主，也不应该自己拿起来——
相信你已理解这种区别，以后
遇到类似的事就很好处理了。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