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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是否有过攀比的情况？
大河报记者随机采访了30位家
长。过半家长吐槽：孩子非让买
一些名牌衣物或者玩具，原因就
是班里其他同学都有！

家长陈女士说，这学期一开
学，上初一的儿子就吵着要买一
部 iphone 手 机 ，还 点 名 要
6plus。“他说这就是同学们的标
配，看见别人拿着他没有，就觉得
自己抬不起头。”陈女士叹了口气
说，孩子轻轻松松嘴一张，家长兜
里五六千块就没了。

家长冯先生也说，女儿上小
学时买文具、买衣服就要名牌，连
水壶也要挑品牌。有一次女儿更
是对他说：“爸爸，咱家的汽车该
换了，你看我好朋友他爸爸开的
是卡宴，要是一起出去玩，咱们多
没面子呀！”

溜溜球要买奥迪双钻的、书
包要拉杆的、鞋子要穿阿迪达斯
的……家长吴先生更是对儿子的

“名牌控”表示“伤不起”。“我和他
妈妈都是工薪阶层，这孩子点名
要的东西，时间长了谁受得了！”

晒名牌、拼装备……

孩子要攀比，家长“伤不起”

“现在的孩子吃
穿不愁，在消费方面
的确存在攀比的现
象。”昨日，郑州市某
小学一位不愿具名的
校长表示，出于从众
心理和虚荣心理，孩
子们往往会拿同学做

“参照物”，追求书包、
文具、衣服、鞋子、自
行车等吃穿用方面的
高档化和名牌化。而
有些家长有时担心孩
子在同学中没面子，
最终往往会答应孩子
的要求。

在这位校长看
来，学生没有独立的
经济能力，如果为了
攀比，为了满足自己
的愿望，而不考虑自
己是否需要这些东
西，又增加了父母的
经济负担，这是一种
缺乏责任感的表现。
针对这种情况，家长
和学校要一起努力，
帮孩子树立正确、健
康的金钱观和价值
观。

“因为这关系到
他们一生的幸福。”该
校长建议，首先要帮
助孩子正确地认识金
钱，要让孩子懂得金
钱的获得是需要付出
相应的努力，而不是
不劳而获；其次，要让
孩子明白，金钱并不
是万能的，有些东西，
比如知识、健康、友谊
等是金钱买不来的；
最后，还要教会孩子
合理地使用金钱，比
如，要求孩子在得到
想要的东西前，把钱
存够，买东西要有计
划等等。

专家支招 |
树立正确的
金钱观让孩子
幸福一生

核心提示 | 这几天，郑州家长刘先生有点郁闷，他上小学一年级的儿子嚷嚷着让买学习机，还说班里其他小朋友都有，就他没有，弄
得他和同学连个共同语言都没有。“刚上小学就开始攀比上了，以后可怎么办？”刘先生向同事抱怨，没想到同事更是一肚子苦水：我
家孩子不是名牌不穿，连我去接她放学都不让骑电动车，说怕丢人！穿名牌、配手机、拼装备，孩子们攀比的现象多吗？遇到这种情
况，家长们又该如何“自救”和引导孩子？大河报记者进行了调查。

□记者 谭萍 文 李庆琦 图

记者调查 |
不少家长吐槽，曾被孩子闹着买名牌

然而，上述例子仅算“入门
级”的。外地还曝出小学生一起
玩，被要求先拿购物小票的事件。

事情发生在辽宁鞍山。市民
王女士的孩子上小学一年级，去
年年底第一次向家里提出“要
求”，而且是穿戴上的，与孩子平
时大大咧咧的样子完全不符。

据王女士介绍，儿子最近情
绪一直都不好，问了几次他都没
说什么，但当她在网上给儿子买
了一件羽绒服后，孩子一下子哭
了出来，还说以后要买衣服就得
到某某大商场里去买，而且还得

留存购物小票。原来，孩子班级
里的小朋友穿的都是名牌，可他
一直都是网购的杂牌子，小朋友
们都不让他“入伙”，不愿意跟他
一起玩，说要想“入伙”，先拿购物
小票当“入场券”。

可见，孩子消费名牌并不是
个例。外地曾有一位中学校长做
过调查，结果显示，60%以上的青
少年日常消费追求名牌，仅有
15%的受访者明确表示不介意是
否名牌；还有近70%的青少年购
买过各种知名品牌的运动鞋，有
的买的还不止一双。

攀比升级 |
小学生哭诉，购物小票成“入伙门票”

夸出好孩子
□江苏句容 陈红娓

儿子小雨正是人来疯的年
纪，你越骂他，他就越是逆反，你
让他朝东，他偏往西。相反，如
果你夸他，给他戴高帽，他学习、
干活就很卖力。

一天早上，他在家里地板上
学画画，涂得到处都是颜料。老
公回来大声呵斥，罚他扫地，他
就躺在地上，一把鼻涕一把泪。
我没吵他，而是鼓励他：“上次帮
妈妈扫地，扫得好干净哦，真是
个能干的孩子。”他一屁股爬起

来，开始擦地板。我又说：“地板
被你擦得好干净啊，真的太棒
了。”他听了，像打鸡血一样，把
地上擦得干干净净。

他爸洗澡去了，我得空趁机
浏览一下电脑，听到小雨喊：“我
擦得干净吗？”我回答：“好干净
哦！”

突然听见他爸在卫生间喊：
洗澡毛巾找不到了，问我有没有
看见。小雨趴在桌子底下喊：我
用着呢！

陪孩子一路成长
的过程中，您遭遇过什
么难题？您心存哪些
困惑？请扫“大河报教
育在线”微信二维码，
发送您的难题、困惑给
我们，我们将请专家为
您支招排忧解难！

投稿邮箱：dhbji-
aoyu@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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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护孩子心中的童话
□山东青岛 胡春华

女儿上幼儿园的时
候，在花鸟市场看到一盆
柠檬树，枝头悬着一个鲜
黄的柠檬，力不从心的样
子。卖花的人说，这株柠
檬可以结出好多好多的柠
檬。女儿瞪着一双大眼
睛，无限向往地盯着。我
猜想着，女儿一定在憧憬
着眼前这株弱小的柠檬花
有朝一日会硕果累累的样
子吧？果不其然，女儿决
定买下这盆花，还说服我
说：“妈妈，有了这盆柠檬
花，我们家以后就不用再
花钱买柠檬了。”我望了望
女儿熠熠生辉的双眸，忍
住了笑。

夏天吃完西瓜，女儿
把西瓜子种在花盆里，每
天用心观察，隔两天浇一
次水。终于有一天，西瓜
子变成一根绿色的小苗，
女儿高兴得手舞足蹈，兴
奋地对我说：“妈妈，我们
就快吃上自己种的大西瓜
了。”我忍俊不禁。

冬天的时候，女儿又

把橘子籽种在了花盆里。
她依旧兴奋地对我说：“妈
妈，我们以后就能吃上自
己种的橘子了。”我冲着女
儿点了点头，笑着说：“妈
妈一定要强身健体，争取
吃上自己家种的橘子。”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
柠檬花生机勃勃地抽枝散
叶，唯独没结柠檬。西瓜
子长出绿叶，又爬出藤蔓，
好不容易结出一个袖珍西
瓜。橘子籽渐渐长成了一
棵橘子树，枝繁叶茂日益
茁壮，可是没结过一个橘
子。这些被女儿种植的童
话，没有一个能如人所
愿。本以为女儿会对眼前
的现实大失所望，没想到
女儿却丝毫没有失望。她
沐浴在阳光下，凝望着那
些正在生长着的童话梦想
说：它们还没有长大，总有
一天，它们会结出果实的。

童话需要呵护，亦如
梦想需要坚持。有时候，
孩子们的天真和执着，常
令我们陷入深思、反省。

女儿的第一次考试
□湖南常德 刘亚华

一天清早，女儿突然
哇哇大哭起来，并说：“妈
妈，今天要考语文，我的拼
音还不会，怎么办呀！”

女儿今年刚刚上小学
一年级，由于以前所在的
幼儿园主张引导孩子多
玩，拼音和算数都没教，女
儿学拼音很吃力。

面对孩子人生中的第
一次考试，她很看重。我
笑了笑，对她说：“没事的，
宝贝。这次没考好，妈妈
不会怪你。你只要尽力，
认真仔细地写完试卷就
可以了。”看她实在着急，
我便建议：“你起床，我陪
你温习一下，好吗？”

她果真噌地一下爬起
来，穿衣下床就开始找本
子和笔。我和她一起坐下
来温习拼音，并把她觉得
难的整体认读音节又让她
听写了两遍，她心里有底，
高高兴兴地上学去了。

那天接她放学，女儿
兴奋地对我说：“妈妈，考
试一点也不难呢，真的。”

看着她兴奋的脸，我问道：
“那你估计一下能得多少
分呢？”“一百分！”她斩钉
截铁地说。我拥抱并告诉
她，“不管考多少，妈妈相
信你尽力了，你是妈妈最
棒的宝贝。”

第二天放学，她呜咽
着告诉我：“我只考了 94
分。”我蹲下来，给她一个
拥抱。当女儿从我眼神里
得到肯定的回答，终于破
涕为笑了。

我知道，这样的考试
以后还会有很多很多，我
也知道，有信心的她，因为
我的鼓励，每一次都会认
真对待。

面对孩子的成绩，家
长要做的不是只看分数，
考得好就表扬，考得差就
批评、抱怨、指责甚至打骂
孩子。无论成绩如何，家
长都要相信孩子已经尽
力，并告诉孩子，爸爸妈妈
的爱没变，然后跟孩子一
起分析原因，想办法解决
问题。这才是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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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心无声

家有顽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