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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那天，我硬着头
皮带着女儿朝幼儿园走
去。在教室门口，女儿怯
生生地往里面望了一眼，
发现许多陌生的面孔，便
停下了脚步，不肯进去，拉
着我的手说：“妈妈，我要
回家，我不读书。”喊着喊
着，几颗晶莹的泪珠就从
眼眶滑落下来。我使出浑
身解数，可女儿就是不进
去。无奈之下，我只好一
把把女儿抱进了教室，交
给老师。刚想转身离去，
女儿死死地扯着我的衣服
不放手，老师掰开她的小
手，把她抱在怀里，拿糖果
哄她，可女儿还是不领情，
嚎啕大哭起来。女儿用无
助的眼神望着我，带着哭
腔说：“妈妈，陪我!妈妈，
陪我……”我心疼地挨着
女儿坐下，想等她适应一
会再走。小家伙紧紧地拉
着我，时而紧张地望望周
围的同学，时而抬头看看
我。

第二节上课时，我再
一次试着把女儿交给老
师，谁知刚走到门口，女儿
就挣脱老师的手，拼命地

跟着往外跑，一不小心摔
在地上，疼得哭起来。尽
管我心疼不已，但我明白
爱女儿，就更应该懂得如
何培养她的独立性。我装
作未看见，没有去拉她，而
是站在窗外悄悄地观察她
的一举一动。女儿见苦苦
哀求无效，在教室里哭了
一阵，渐渐地停了下来，眼
睛一直望着窗外，终于发
现了我的影子，嘴里不住
地喊着：“妈妈，不走!妈
妈，不走……”

老师的舞蹈和歌声吸
引了她的注意，女儿偶尔
转过头，看看我还在不在
窗外。趁她不注意时，我
故意蹲下身去，很快小家
伙发现我不见了，又哭了
起来。就这样反反复复，
我始终没能离开窗口，都
上了两节课我还是不忍心
走掉，老师也很无奈地对
我说：“太小了，还是带回
去吧!”

看着女儿楚楚可怜的
样子，我的心碎了，真想放
弃。可当我抱起女儿的那
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自
己肩上的责任。我只能帮

助她、呵护她一时，而不能
帮助她、呵护她一世，女儿
不能一辈子依偎在我的怀
里。况且我也看到了女儿
的进步，她正在一点点地
适应新的环境，我怎能前
功尽弃呢？可能小孩上学
都有这样一个过程吧。最
后我把心一横，转身迈着
大步走出了幼儿园，远远
地我还能听到女儿哭喊妈
妈的声音。

令人欣喜的是，女儿
只用了一天的时间就喜
欢上了幼儿园的集体生
活，现在连周末也吵着要
去读书，看着女儿手舞足
蹈地比划着从幼儿园学
来的舞蹈，咿咿呀呀地唱
着儿歌，那活泼可爱的样
子就像一个精灵，我打心
眼里高兴。

女儿上学了，在家待
的时间越来越少，想到女
儿就这样一天天地离我
们远去，不禁有些惆怅。
一方面希望女儿不要长
大，永远陪伴在我们的身
边，而另一方面又希望女
儿越飞越高，越飞越远。

早晨去上学的时候，女
儿像往常一样，伸出小手说：

“妈妈，这个星期你要多给我
点零花钱哟。”想到上个月女
儿生日，她外婆才给过她50
元零花钱，我就来了气，嚷
道：“上个星期外婆给的零花
钱，你都干了什么？”

“买零食和布娃娃了。”
见我生气了，女儿噙着泪小
声辩解，“外婆给的是200
元零花钱。”原来，这小家伙
还惦记着“存放”在我这儿
剩下的150元钱呢。

现在虽说生活水平提高
了，但无论儿子女儿，做父母
的也不能这样“富养”吧。想
到这里，我叹了一口气，摇摇
头，有些无奈地拿出10元
钱，递给了女儿。“见钱眼开”
的女儿立刻破涕为笑，拿着
钱欢天喜地地上学去了。

女儿走后，我陷入了沉
思。随着年龄的增长，女儿
花钱越来越无“节制”，且“胃
口”也越来越大，三五元现在
已经看不上眼了。如此下
去，一旦养成习惯，后果将不
堪设想。这可怎么办呢？联
想到现在比较流行的理财观
念，我灵机一动，不如教女儿
学“理财”吧。

晚上，见女儿完成了家
庭作业，我来到了她的小房
间，“慎重”地想和她交流一
下有关“理财”的方方面面。

我首先打开话匣子，直
奔主题，用带点“诱惑”的口
吻说：“你想让你放在妈妈
这儿的零花钱越变越多
吗？变多了，你就可以用自
己的钱去买你喜欢的书和

衣服啦!”
女儿一听来了兴致，高

兴地说：“那当然呀！可是
怎么才能让我的钱越变越
多呢？”

见女儿“上钩”了，我赶
紧趁热打铁：“以后不管是
你的压岁钱，还是每个月的
零花钱，全部由你自己打
理，怎么样？”女儿开心地直
点头。

“不过，妈妈对你有三
个要求：首先，妈妈会帮你
开通一个银行账户，你需要
把你所有的钱交给妈妈，然
后妈妈帮你把钱存在里面，
这样钱就不会丢了；然后你
需要写一个‘消费’计划，这
样以后花钱就不会乱花了；
最后你需要养成记账的习
惯，用多少钱和收多少钱都
要记下来，这样你就会知道
你的钱去哪儿了。这三个
要求如果你都能按照妈妈
说的做到，你的钱就会越变
越多，说不定还会成为你们
班上的‘小富婆’哟！”

听我说完，女儿兴奋极
了，拍着手说：“我要存钱！
我要存钱了！”

“好哩！不过，以后花
钱可要节制了。一定要按
照妈妈刚才给你提的三个
要求去做哟。”我说。

“好可惜呀！今天早晨
妈妈给我的十元钱，我已经
花了五元了。”女儿略一思
忖，有些沮丧，不过转眼又
笑了，“还剩下五元钱，妈
妈，您帮我存起来，好吗？”

看来，教女儿学“理
财”，已经初见成效了。

小女岁数不大，可个性
挺强，小毛病也不少，常惹
得我头痛不已。

女儿是个变色龙，在学
校里总是以“乖乖女”的形
象示人。可是一回到家，变
脸似的，换成了另一副面
孔，成了“淘气包”。不是把
玩具弄得到处都是，就是在
家乱涂乱画。为这事，没少
批评过她，可是，效果并不
佳，依然屡教不改。

这天，她玩过玩具，又
没有将玩具物归原处。这
下，让我气不打一处来。我
严厉地对她说：“婷儿，今天
你要是不把玩具收拾好，以
后甭想再玩了！我说话算
数。”机灵的小家伙，见我真
的发火了，知道这不是开玩
笑，忙跑过去将玩具收拾
好。看来，对待不听话的孩
子，不能一味地容忍，纵
容。就得适当的当回“虎
爸”，让孩子懂得敬畏，对父
母有所畏惧。否则，根本不
拿父母当回事。

女儿有些说话不算话。
就比如，看电视时，我让她看
会儿，就自觉把电视关了。
小家伙答应得倒干脆。可
是，一个小时过去了，仍见她
没有关机的迹象。我便咳嗽
了一声，她望了我下，明白我
的意思。央求道：“爸爸，再
看十分钟。”我见她的“可怜”
状，心一软，就继续让她看

完。哪知，十分钟后，她仍没
有关机。我嗖地站起身，强
行拿过遥控器将电视关了，
并说：“由于你说话不算话，
作为惩罚，明天不准看电
视。”女儿知道自己理亏，也
只好接受惩罚。因为自己说
话不守信用，导致禁看电视
一天，这个代价让她感到很
后悔，觉得不划算。此后，她
慢慢改变了说话不算话的毛
病。

“磨蹭”也是女儿身上
让人“咬牙切齿”的毛病。
这不，暑假快结束了，可是，
她的作业仍没有写完。我
这个做爸爸的倒急得天天
跟在她后面催。可是，“皇
帝不急太监急”，她一点都
不着急，写个作业，磨磨蹭
蹭，还说，急什么，反正能写
完。如果孩子从小养成了
这种磨蹭的习惯，这对于今
后的成长非常不利。因此，
我针对她的磨蹭，做出了相
应的对策。用“时间控制
法”来提高她做功课的速
度，用“惩罚机制”来增强她
的危机意识。慢慢地，“磨
蹭”的毛病一点点改掉。

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总
会出现一些问题，存在一些
毛病。作为家长，要格外引
起重视，用正确的、相应的解
决方法来帮助孩子改掉坏毛
病，健康成长。同时，也不能
心软，该硬时还得硬。

儿子七岁多了，从生
活用品到玩具基本都是我
在代买。像许多年轻母亲
一样，我认为替他做这些
是理所当然的，可年初的
一件事却改变了我的看
法。

那天在新华书店，我
费了半天脑筋，精心为儿
子挑选了几本书。没想到
回到家，儿子只对其中的
两本感兴趣，而另外几本
半年过去也没翻过几次。
而以前为他买的玩具、衣
服也有过这样的遭遇，有
些甚至还没拆封就被束之
高阁，想想真是浪费。从
那以后，我决定儿子的东
西让他自己选择。

儿子第一次行使自主
权是一次去购物中心。他
非常想要一幅木质拼图，
可在琳琅满目的图案而
前，他还真有些犹豫不决，
扯着我的手要我替他决

定。我坚决不答应，后来
索性坐到旁边的休息椅上
等着，儿子只好自己慢慢
挑。挨着看过所有的拼图
后，他回头拿起一幅航空
母舰，饶有兴趣地看着。
我知道儿子平时就喜欢军
舰飞机之类的玩具，以为
他就要选这幅了，可大约
一分钟后，儿子却把它放
回了原处，又选了一幅跑
车图案的拼图。仔细看过
跑车的外观和结构后，儿
子终于拿定了主意。

付钱后我问儿子为什
么舍弃航母选择了跑车，
儿子像个小大人似的给我
解释道："其实两幅我都很
喜欢，可是你只答应给我
买一幅。航母结构太复
杂，我怕拼不好；跑车相对
简单点儿，努力一下我相
信会拼得很好。而且说明
书上说拼好的跑车驾驶室
可以做笔筒用，做好后我

送给你。"
儿子不经意的分析倒

让我吃了一惊，原来选一个
小小的拼图会让他有那么
多的思考，我以前还真没想
到，以为儿子只会玩呢。

现在，再碰到买文具、
衣服，甚至其他一些事情，
我总是有意地让儿子自己
去选择，只在必要的时候
给他提些参考而已。实践
证明，儿子自己选择的东
西总令他爱不释手。

更令我惊喜的是，一
段时间后，原来犹豫不决
的儿子凡事都能够自己拿
主意了，并且总会给出自
己的理由。“我选择不如你
选择”成了我常常对儿子
说的一句话。的确，每次
选择的过程就是一次观
察、比较、分析和判断以至
最后作出决定的锻炼，那
么，为什么不给孩子这种
绝好的锻炼机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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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手，孩子才能长大
□四川安岳 刘燕

教女儿学“理财”
□湖北枣阳 李爱华

过招“问题孩儿”
□安徽巢湖 张帮俊

让孩子自己选择
□广西百色 廖逸兰

亲爱的读者，如
果您或者您身边的
人也有更好的有关
教育和培养孩子的
心得体会，欢迎投
稿，与我们共同分
享。

投稿邮箱：
dhbjiaoyu@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