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 王芳 版式 小秧 校对 李倬尔 2017年9月13日 星期三 第一升学 互动·本版电话：88066267 13

，晚报教育
幼儿生家长群

89672273
小学生家长群

114205837
初中生家长群

65472317
高中生家长群

60473283

嗨嗨
这里是家长交流孩子成长的自由平台

在这里，你可以倾诉孩子成长的烦恼

在这里，你可以分享同城家长教子心得

在这里，你也可以寻求教育的最前沿资讯

请加入晚报教育

QQ群

群言无忌群言无忌

三年级~宸妈：当孩子
选择了和父母不同的喜好的
时候，父母总会有过激的反
应，变身为“控制狂人”。父
母应该尝试抛开个人喜好和
孩子相处，因为喜好只是一
种选择，并没有对错之分

六年级~泡泡：确实，我
们大人控制好大方向就 OK
了

二年级~齐妈：孩子应
该喜欢这样，我家昨晚就特
别开心，很多事情现在慢慢
地让他拿个意见

二年级~彭妈：我打算
给小子一个钱包，每个月 20
元零用钱，橡皮铅笔饮料，都
要用他自己的钱买

二年级~元宝妈妈：我
们现在就自己有零花钱，出
去总是说，我请客

六年级~天爸：零花钱
得想办法自己赚，只有来之
不易的钱，孩子才会珍惜，才
会听得进大人给他的合理化
建议

六年级~京京：天爸家
是怎么做的呀

六年级~天爸：家里的
快递纸箱纸盒，废旧瓶瓶罐
罐，废旧的报纸书籍，让孩子
自己收集了，喝喜酒发给孩
子的小红包让他攒起来。比
如去超市规定好孩子买 20
元的东西，节约下来的可以
放零钱包

六年级~京京：收 废 纸
箱这个主意不错。我家洗
一次碗给 5 元，但我觉得家
里 的 一 份 子 ，做 家 务 给 钱
不 是 太 好 ，不 给 吧 又 没 积
极性

六年级~天爸：干家务
是应该的，学习好也是应该
的，不给金钱的奖励为好

二年级~齐妈：你们零
花钱怎么得来的

六年级~天爸：作为家
庭的一份子，在适合的年龄

做力所能及的家务是必须的
六年级~伊伊：我家今

年暑假旅游让她做攻略，选
景点，选住宿，做好预算给我
审核

五年级~存存:关键孩子
都没时间做家务

六年级~巴比:你这是助
长他不给钱就不做家务的意
识

二年级~齐妈:是的，做
家务的能力反映孩子将来适
应生活的能力

六年级~天爸:不能以爱
的名义或者时间太少了,剥
夺孩子动手的能力

六年级~巴比:我本来想
这个暑假要教他做所有的家
务的，结果他比上课还忙

六年级~天爸：哪个孩
子现在的学习都忙

二年级~齐妈：孩子其
实喜欢做家务的，喜欢被认
可的感觉。力所能及，哪怕
洗碗、搽桌子或者打扫卫生
间

六 年 级 ~ 天 爸: 摆 个 碗
筷，收拾一下桌子,倒个垃圾
⋯⋯这些都是力所能及的

二年级~齐妈：要充分
让他认识到自己是这个家的
一份子，他自然能够投入其
中

六年级~天爸：自己的
书桌收拾，扫一下自己的房
间，都不是问题

三年级~宸妈：我现在
要求小家伙自己的事情自己
做，叠衣服什么的，我们都是
自己叠自己的。早上有时还
会要他炒个鸡蛋什么的给我
吃

二年级~齐妈：我们家
不喜欢举手，所以我就用举
手得分的奖励制度来给零花
钱。上英语课举手三次，上
数学课举手三次，总得分六
分，就是六元，他睡觉都把钱
放在枕头下面

时间:上周 出处：晚报教育小学群

你们家孩子的零花钱
是怎么得来的

邵顺文，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第四
届冰心散文奖得主，知名作文培训专
家，媒体誉为“中国高考作文押题
霸”。十四名省市级中考高考“考霸”
作文导师。江苏省金陵中学等众多
学校，邀其讲授中考高考写作技巧。

微信、电话：13813813722
地 址 ：文 化 宫 嘉 宏 世 纪 大 厦

2609教室

邵顺文高考中考作
文单独辅导课程正
在报名 本报讯 常州市教育局

第 12 期“ 优 秀 教 师 免 费 导
学”公益活动将于 9 月 23 日
开始，导学活动将每周六、周
日进行一次，一直延续到 12
月。期间，由全市优秀老师
组成的导学队伍，为有需要
的学生解答疑难问题。领域
涉及语文（含专项作文）、数
学、英语、物理、化学为主的
学科类及艺术科技类导学。

市民可在常州市教育局

官网（http://jyj.changzhou.gov.
cn/）、常州市教育服务中心网

（http://88995111.czedu.net） 、
常州教育 APP 等媒体查询相
关信息发布。

导学预排课表提前一周
上网公告，导学周的周四公布
导学正式课表。首次公益活
动预约时间为 9 月 19 日上午
8∶30 起，具体排课详情将在 9
月15日公布。

（教服）

优秀教师免费导学本月23日开始

“倒垃圾2元，洗碗5元，拖地5元⋯⋯”孩子有偿劳动引争议

是尽早培养财商还是让孩子简单成长
“倒垃圾 2 元，洗碗 5 元，拖地 5 元⋯⋯但我觉得作

为家里的一份子，做家务给钱不是太好，不给吧又没积
极性。”上周，“六年级~京京”在晚报教育小学群中与各
家长讨论起开学后孩子的零用钱问题。记者随机采访
了多位家长和小学生，发现大多数孩子的零用钱是靠在
家庭中的劳动来换取，因此一些家长担心这究竟是让孩
子形成了合理支配零花钱的教育，还是会让孩子将金钱
看得过重，从而使亲情受到影响呢？

个例

零花钱不够买玩具，
靠家务活赚取

乐乐是市区某小学五年级学
生。从三年级开始，乐乐每周向
妈妈领取 20 元零用钱，有时会在
附近小店买几块钱零食，剩下的
买铅笔、橡皮或小玩具。有一次
乐乐看中了一款新的文具盒，可
是零用钱又不够，想到班里有些
同学靠帮父母干家务活赚零花
钱，于是主动向妈妈提出给他们

“打工”。乐乐妈妈听到女儿的提
议后并没有反对，而是安排了一
些乐乐能做的家务活：擦桌子、扫
地、帮爸爸洗袜子⋯⋯于是，乐乐
靠着自己的劳动买到了心仪的文
具盒。一直到现在，当乐乐想额
外买一些自己喜欢的文具或玩
具，都会抢着干家务活儿，妈妈总
会给予一定的“报酬”。

记者通过采访发现，约七成
的小学生零花钱来源于父母，额
外的零花钱来源于爷爷奶奶或者
外公外婆，大多数的方式是通过
帮助长辈做事来获取零花钱，还

有的是过年的压岁钱，或考试奖
励等。不过也有一些高年级的

“小人精”让父母哭笑不得。一位
家长林女士告诉记者，她家儿子
今年读五年级，但经常会把家里
的漫画书或玩具卖给同学，有时
候甚至帮同学买东西赚取“跑腿
费”。林女士担心这会让儿子养
成不好的习惯。对于这样的情
况，采访中各家长也是表达了各
自的观点。

正方

尽早培养财商，让孩
子体会“劳动”的概念

“我们家会鼓励她用自己的
劳动来赚取零花钱，让孩子明白
只有通过劳动赚取自己想要的东
西才是正当的途径。”采访中，心
怡妈妈明确表示了自己的看法。

一位男家长表示：“有听孩子
说现在学生中还有做生意的现
象，但我并不认为是坏事，也算是
通过自己劳动赚钱的方式。如果
他们能从中能体会父母赚钱的不
易，以后也不会随意乱花钱。”

也有家长认为，现在家长都

是按时给零花钱，有的还是随花
随要，现在孩子的消费观念还不
成熟，以合理的方式正确引导对
将 来 的 生 活 也 会 有 很 大 的 影
响。如果现在就养成了“花钱如
流水”，盲目地消费，那成人后很
可能造成更大的危害，还不如提
早进行财商教育。

一位从事 30 多年教育工作
的教师表示，让孩子通过家务劳
动在合理范围内赚取报酬，是从
小让学生更加深刻体会到“劳
动”的概念，心安理得地享受靠
正当劳动支配钱物的快乐。同
样，只要家长引导到位，不会影
响亲情，靠劳动赚取零花钱只是
孩子们锻炼的一种形式。

反方

没必要让孩子的学习
生活更复杂，简单成长最好

“我家孩子并不是干任何家
务活都会给钱。”局小一五年级
家长王女士说，孩子本身就是家
庭成员，作为家长会更重视培育

孩子的家庭责任心，平时她会鼓
励孩子多做家务事。当她需要买
一些额外的学习或生活用品，而
平时的零花钱积蓄又不够时，我
会同意她通过做些力所能及的家
务来赚取。”对于学生之间的生意
现象，王女士表示，比较反对小学
生太过超前的经济头脑，毕竟同
学之间不该是生意关系。“孩子过
早接触商业性的东西，他们的价
值观就有可能偏重金钱，这对今
后的成长不是一件好事。”

怀德教育集团德育中心主任
谢佩君表示，孩子的行为是单纯
的，家长要进行引导，让孩子意识
到金钱不是万能的。同时，要告
诉孩子，同学之间应该学会分享，
建立友情而不是利益关系。而对
于孩子所赚的钱，家长更要引导
他们合理地安排。“还是尽量让孩
子简单成长，没有必要让他们的
学习、生活更为复杂。”新北区一
小学老师坦言，如果将孩子的劳
动和零花钱挂钩，会让孩子认为

“零花钱”就是“家务活”的概念。
做了家务活，就觉得应该向家长
伸手要钱，模糊了自己本身作为
家庭成员应该承担的义务。

周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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