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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让孩子缺零花钱，也不想让孩子乱花钱

家长纠结：给孩子多少零花钱合理？

“孩子隔三差五要零花钱， 一次要

10 元。 我既不想让孩子缺零花钱，也不

想让他乱花钱， 这真是个让人头疼的问

题。 ”淇滨区居民李女士抱怨道。

到底应不应该给孩子零花钱？ 给多

少零花钱合适？ 怎样合理支配这些零花

钱？ 12 月 19 日，记者在淇滨区就此问题

走访了部分市民和老师。

多数小学生有零花钱，

最多的一天 150 元

12 月 19 日 11 时许，记者来到鹤翔

小学门口，随机采访了一些小学生。一名

叫杨梦玥的六年级女生告诉记者， 她平

时的零花钱大多都攒了起来， 两年攒了

几百元， 主要用来买书或给好朋友买生

日礼物。 鹤翔小学五年级的姚林锦同学

说：“我一天有 20 元、50 元、150 元不等

的零花钱，可以买想要的东西。 ”五年级

的牛瑞青同学说：“我每天有两三元的零

花钱，主要用来买文具用品。 ”而五年级

的赵润泽同学告诉记者， 他平时没有零

花钱， 觉得自己用不着，“我需要什么东

西就会告诉父母，他们会给我买。 ”

记者在调查的 60 名小学生中得知，

有 42 名小学生每周的零花钱在 1 元至

30 元不等，12 名小学生的零花钱为 30

元 ~150 元，6 名同学表示自己没有零花

钱。 零花钱多用于买文具和零食。

给不给孩子零花钱？ 给多少？

家长看法不一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家长在对给

孩子零花钱的问题上看法不一。 部分家

长每周都会给孩子零花钱， 有的是随时

要随时给， 还有家长从来不给孩子零花

钱。既不想让孩子缺少零花钱，又不想让

孩子乱花钱，这是许多家长的矛盾所在。

淇水春天居民刘女士告诉记者，平

时每周都会给孩子 5 元零花钱， 但会要

求孩子帮忙做些简单的家务。 让孩子通

过劳动体会父母工作和挣钱的辛苦，平

时就不会乱花钱了。“我和妻子都在山城

区上班， 中午家里没人， 每天会给孩子

10 元的零花钱用来买饭和乘车。 ”黎先

生说，每个家庭情况不同，不同年龄阶段

的家长有不同的处理方式， 只要家长给

的零花钱合理就可以， 在一定程度上可

以锻炼孩子的独立能力。

湘江四季苑居民张先生表示， 做了

家务活就给钱， 会让孩子养成做事就必

须给钱的观念，不利于孩子健康成长。从

小就给大量的零花钱， 容易让孩子养成

乱花钱的习惯。多数小学生自制力差，对

钱缺乏理性认识，容易养成攀比心里。

给零花钱要适度，

还要正确引导孩子们支配

到底有没有必要给小学生零花钱？

多数老师的建议是： 家长要适度给孩

子零花钱， 并正确引导他们合理支配

零花钱。

鹤翔小学的呼老师表示， 零花钱的

多少要因人而异。 如果是孩子的正当需

求，可以适当给予，比如买文具、喜爱的

书籍，或者献爱心等。 零花钱的数额，家

长可根据具体情况而定。同时，家长可以

采取一些简单有效的方式引导孩子养成

合理利用零花钱的习惯， 如成立家庭小

银行，存放孩子节省下来的零花钱，培养

孩子勤俭节约的习惯。 还可以让孩子建

立小帐本，记录平时零花钱的收支情况，

让孩子明白钱要花在有用的地方。 如果

孩子的自制力较差， 大部分零花钱都用

在玩上，家长就要约束并正确引导。

随着元旦临近， 我市各大卖场纷纷

搞起节日促销活动，但记者了解到，促销

背后隐藏猫儿腻。

“一件羽绒服原价为 1580 元，活动

期间打 7 折，促销价为 1100 元，看似便

宜了 480 元，可同款式的羽绒服 11 月刚

上市时，价格仅为 1200 元。”市民刘燕燕

说，这样一来，商家促销活动看似折扣力

度不小，却没便宜多少钱。

就商家促销打折是否暗藏猫儿腻，

记者走访了部分商店。

先提价后打折，

打折背后暗藏猫儿腻

“一款男士真皮手套原价 216元，打 6

折后 130元。”23日，淇滨区居民王惠告诉

记者，她买了这款真皮手套送给男朋友作

为圣诞礼物。 回家后发现，手套外包装上

显示的厂家建议价仅为 148元。“厂家建

议价为 148元，为啥商家将价格标签换成

了 216元？ 这不是明显在忽悠人？！ ”

22 日中午，记者在山城区红旗街一

服装店看到， 售货员正把衣服上的价格

标签撕掉，然后更换新的价格标签，一件

标着 489 元的羽绒服价格标签被换成了

589 元。 23 日，这家服装店打出“全场 6

折”的宣传标语。

一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每逢节假日

前后，商家就会紧抓商机开展促销活动。

“活动开始前，先提价后打折成为商家的

惯用伎俩。 ”

促销信息模糊，

忽悠消费者二次消费

记者采访中看到， 不少商家打出了

“满 1000 送 500”、“满 500 减 100” 之类

的宣传语，商家促销力度如此之大，消费

者是否真的得到了实惠呢？

在山城区长风路一家品牌鞋店，记

者看到商家打出“满 500 送 200”的宣传

标语，但记者了解到，其中存在强迫消费

者二次消费的嫌疑。“这双鞋的价格是

599 元，购买后，在指定区域购买第二双

鞋时，我们会减免 200 元。如果只买一双

鞋， 不享受‘满 500 送 200’ 的优惠活

动。 ”导购员对记者说。 记者在导购员指

定的区域看了一下， 那里摆的鞋都是旧

款，且价格虚高。

打折商品限制多

一些商家打出 2 折的促销宣传标

语，但记者了解到，商家所说的 2 折销售

只是为了吸引消费者， 而实际打折价格

并非如此。

在淇滨区黄河路一家服装卖场，记

者看到， 所谓的 2 折商品仅限指定区域

的服装，其他服装都在 6 折以上。

“2 折服装都已销售完，只剩下这么

几件，你可以看一下其他打折服装。 ”导

购员对记者说。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对于打折商品，

商家给出诸多限制， 如打折商品售出不

得调换、退货；打折商品出现质量问题只

有一个星期保修期。

消协：价格欺诈、打折信息

不明确涉嫌违反《广告法》

针对记者在采访中遇到的问题，市

消费者协会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价格

欺诈、 打折信息不明确涉嫌违反《广告

法》。 ”根据《广告法》第四条、第九条规

定：广告不得含有虚假内容，不得欺骗和

误导消费者。广告中说明赠送礼品的，应

标明礼品的品种和数量；“打折商品概不

退换”、“缩短保修期” 涉嫌构成霸王条

款，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

若遇到价格欺诈或促销信息不明确，可

拨打 12315 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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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学门口，同学们围着商贩争相购买玩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