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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苑 陈静

调调调调调调调调调调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过完年孩子的钱包变

成“超级小胖”

今年春节期间，网上流传的一幅“全国压
岁钱地图”火了。“地图”中“晒”出了全国
每个省份的孩子收到的人均压岁钱数。其中福
建莆田以 12000 元拿下“全国之最”，广西
为 300 元，虽不算多，但在全国排名也并不
“垫底”。

“全国压岁钱地图”的权威性虽然无从考
证，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一个明显的现象———
随着人们经济收入的不断提高，给孩子的压岁

钱也可谓一年一个“台阶”，逐渐加码。压
岁钱的数目呈年年攀升之势，几十块、几百
块，乃至上千块……日渐“丰厚”的红包，
让孩子们的小钱包一下子变成了“超级小
胖”。

针对桂林孩子压岁钱的问题，记者日前
随机进行了调查。从给压岁钱的金额上看，
超过半数的家长给压岁钱起点是 200 元。
“前两年给 100 元，可今年很多亲戚、朋
友给的红包都不少于 200 元，所以我发出
去的红包每个也不会少于 200 元。”在我
市某机关单位上班的黄先生说。此外，不少
爷爷奶奶辈给孩子的压岁钱就更高，上千元
是常有的事。

“跟我们小时候相比，现在的孩子压岁
钱都‘涨价’了。今年问了我们班几个学
生，给孩子钱的多是父母、亲戚。少则一两
百，多则上千元。特别是爷爷、奶奶、外
公、外婆，有的一给就 5000 元，我们班有
几个学生就收到这样的大红包。”在市回民
小学工作的马老师感慨说，“现在的孩子都
是家里的宝贝，家长捧在手心里养，逢年过
节出手都很大方。”

现现现现现现现现现现象象象象象象象象象象：：：：：：：：：：互相攀比，如今的压

岁钱渐变味

“现在的压岁钱让人觉得压力好大。”
市民凯丽今年刚有了宝宝，之前都是给别人
打红包，今年她的宝宝也可以收红包了，可
这个压岁钱让她感觉并不轻松。

凯丽说，他们老家给压岁钱有个规
矩，就是互相给对方孩子压岁钱时，后给
的那个，要在先给的那个的金额基础上加
20% 。“要是对方给我家孩子 500 元的压
岁钱，我就得还对方 600 元的压岁钱。”
这个规矩让凯丽觉得压力很大，抢着给
吧，担心别人觉得你想少给多赚，要占人
便宜似的，可要总是等着别人先给吧，自
己就得每次都多出血。

在采访中不少市民反映，过去长辈给孩
子压岁钱时说“快快长大”，或者“今年再
长高些”之类亲切的话语，现在则变成了
“好好学习，将来考上北大清华，出国留
学”等，压岁钱越来越成了功利的“押宝
钱”。而孩子们给大人拜年的话，也出现了
更多的“恭喜发财”。

不少家长认为，现在的压岁钱纯粹是大
人们礼尚往来的需要。“只是通过孩子这个
中介来完成，而且大人之间也会通过给压岁
钱来攀比。”家长吴女士非常反感如今越来
越变味的压岁钱，她认为，压岁钱的水涨船
高也让孩子之间互相攀比。

调查中记者发现，现在许多“ 00 后”
的孩子对于压岁钱已不再“羞涩”，不再是
长辈给就收，而是“主动出击”，积极伸
手，有的还制定了“压岁钱收取计划任务分
解表”。

家住七星花园的张女士告诉记者，因为
去年收的压岁钱比同学少，她儿子小乐一直
耿耿于怀。为了努力“创收”，小乐今年早
早地就开始设定目标，“计划收入 3000
块”。同时还在纸上写下家里亲戚朋友的名
字，准备过年时逐个去“收钱”。“儿子写
得还怪认真的，也不知道是从哪儿学来
的。”张女士感到哭笑不得。

烦烦烦烦烦烦烦烦烦烦恼恼恼恼恼恼恼恼恼恼：：：：：：：：：：孩子的压岁钱该由谁

做主？

果果今年读幼儿园大班。春节刚过完，
面对如何处理孩子收到的 2000 多元压岁
钱，果果妈开始犯愁了。“孩子说钱是他
的，不让我帮他存起来，还说存银行拿钱不
方便。我说给他交学费，他也不干，说要拿
来买玩具、买贴纸，真拿他没办法。”

“以前我们小时候，得到的压岁钱都是
交给父母保管。但现在的孩子自主意识越来
越强，教育的观念也在不断变化。如果家长
强行‘没收’孩子的压岁钱对孩子也是种伤
害，会让他觉得压岁钱没意义，但如果让孩
子自己支配，他手上钱多了就根本不把钱当
一回事了。”果果妈纠结道。

跟果果妈的观点不同，市民范女士对如
何处理孩子的压岁钱态度比较“强硬”。她的
儿子今年读小学二年级，因为家里的亲戚朋
友多，今年儿子得到的压岁钱有 5000 多元。

“孩子现在还没有理财的观念，如果把这么一
大笔钱交给孩子自己处理，那他肯定会拿去
买游戏机、充游戏卡之类。我们当然要帮他
保管这笔钱，以免他乱花。”范女士说。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并非所有的家长都
愿意“没收”孩子的压岁钱。“压岁钱的数
量越来越多，我们是不得已才‘没收’
的。”市民李女士说，以前大人给孩子的压
岁钱都是百元以下，但近几年，压岁钱动不
动就几百，“出于礼尚往来的需求，我们如
果不把孩子收到的压岁钱‘没收’，家长单
方面承受，压力也非常大的。”

讨讨讨讨讨讨讨讨讨讨论论论论论论论论论论：：：：：：：：：：“压岁钱怎么花”也

是一堂教育课

在接受采访时，市乐群小学的副校长秦
海燕认为，对于压岁钱，家长不能强行没
收，如果孩子遭遇“压岁钱被没收伤害”，

日后要教育孩子如何用钱或理财，孩子很有
可能不听家长的话，甚至对家长的话产生抵
触。“从财商教育的角度来说，压岁钱是一
个非常具有正面意义的东西，家长完全可以
利用压岁钱给孩子上一堂有意义的财商教育
课。”秦海燕说。

“压岁钱起步价上涨并不是一个好现
象，因为很容易助长孩子在同龄人中攀比的
心理，还容易助长孩子不劳而获的心理。由
于未劳动就获得一大笔钱，会让孩子觉得赚
钱很容易，不利于孩子养成节俭的习惯。”
市华侨小学校长唐敬萍有这样的担忧。唐校
长建议，家长可以与孩子共同商量方案，引
导孩子做出正确的选择，用压岁钱做些有意
义的事。可以帮助孩子建立自己的银行账
户；可以帮助孩子选择合适方式进行教育储
蓄；可以到书店买书看，拓宽自己的视野；
可以利用压岁钱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等长辈购买节日礼物或生日礼物；可以把过
年收到的压岁钱全部或部分捐给贫困失学儿
童。当然，还可以将部分压岁钱交给孩子自
己打理，引导孩子制定简单的日常开支计划
等，只要是有价值的选择，就多给孩子一份
尊重，让孩子在选择中成长，这也应该是压
岁钱应该有的意义。

“其实，压岁钱最初的意义，就是为了
讨个吉利。传说古时候有种叫‘祟’的小
妖，常常在大年三十晚上出来吓唬小孩，只
要在孩子的枕头底下压 8 枚铜钱，就能压
住邪祟。”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李润华
介绍，给孩子“压岁钱”，是中国人过春节
的传统习俗。据说压岁钱可以压住邪祟，因
为“岁”与“祟”谐音，晚辈得到压岁钱就
可以平平安安度过一岁。

李润华说，时代在变，父母教育观念也
应该与时俱进。面对孩子持有压岁钱，要分
析其原因，切莫随便上升到“收缴”的高
度，要“代管”，也要多与孩子沟通，尊重
孩子，得到孩子的同意，与孩子建立和谐的
亲子关系。当然，与其纠结于父母是否“代
保管”压岁钱，导致“代保管”行为异化，
倒不如从源头抓起，长辈们在给晚辈压岁钱
时，数目可以小些，多赠与孩子“压岁言”
“压岁书”等“精神压岁”，让良好的“精
神压岁”对晚辈产生一生的教育意义与影
响。

新华社北京 2 月 19 日电（记者胡浩）国务院日前
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在职业
院校、应用型本科高校启动“学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
等级证书”制度试点工作。记者 19 日从教育部获悉，
这一试点工作计划于 2019 年 3 月启动。

“学历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即 1+X 证书
制度，旨在鼓励学生在获得学历证书的同时，积极取得
多类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所长王扬南介绍，
1+X 证书制度设计对于解决长期以来职业教育与经济
社会发展不够紧密的问题，调动社会力量参与职业教育
的积极性，深化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模式和评价模
式改革，畅通技术技能人才成长通道，促进就业创业具
有重要作用。

试点工作计划于 2019 年 3 月启动，从 5 个领域的
证书开始，年内陆续启动 10 个左右，在部分地区遴选
符合条件的院校开展试点。目前计划 2020 年下半年进
行试点工作的总结，为全面实施做好准备。 2021 年以
后在总结推广试点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在更多职业技能领
域，在全国范围内实施 1+X 证书制度。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王继平表示，除
1+X 证书制度试点外，《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
案》还提出了一系列职业教育改革新的方向和任务，如
研究建立国家资历框架、探索本科职教试点、建立产教
融合型企业等。

职业教育改革 1+X

证书制度试点下月启动

“亲爹挪用儿子压岁钱被告上法庭”的背后———

孩子的压岁钱，怎样合理处理？

本报讯（记者陈静 文/摄）背上书
包，捧起新书，孩子们迎来了他们新学期
的第一天。 2 月 20 日，我市多所小学迎
来开学报到的日子。送去新年的祝福
“红包”，带上自己制作的“贺岁金
猪”……学校为孩子们准备了丰富多彩
的活动，为孩子们的新学期写下难忘的
第一页。

春联连连看，春节习俗面面观，贺岁
金猪展示……在英才小学，以“新时代追梦
人，颂祖国许心愿，红领巾德善心，礼仪行展
英姿”为主题的开学活动上，既有传统文化的传
承，又有爱国、自护、安全文明礼仪等的学习。

当天上午，英才小学每一个孩子都从校长手中获得了一份美好的祝愿
“红包”。这份美好的祝愿包含八礼四仪的内容，希望孩子们规范自己的言
行，做一名文明的小学生，为桂林市追逐全国文明城的梦想助力。

全校师生齐声唱起《我爱你中国》，航天飞机、太阳能发电设备……育
才小学的开学活动让孩子们大呼过瘾。据了解，本学期育才小学的开学主题
是：科学智能巧设计，奋进追梦向未来。各年级根据不同的年龄特点进行分
类，一到六年级的主题分别是：太阳能科技园，绿色科技生态园，未来城，
遨游太空城，现代化智能生活，宇宙空间。

“一方面培养家国情怀，坚定理想，做一个有信仰的育才人；另一方面
通过孩子们的巧思妙想和科学智能空间设计作品展示，上好开学爱国主义教
育第一课。”市育才小学相关负责人介绍。

我
们
开
学
了

序号 县(市) 禁止现场搅拌混凝土和砂浆区域范围

1 全州县 全州镇、枧塘镇、才湾镇、龙水镇、永岁镇、白宝乡

2 兴安县 兴安镇、界首镇、溶江镇、湘漓镇、高尚镇、严关镇、崔家乡

3 永福县 永福镇、苏桥镇、罗锦镇、堡里镇、广福乡

4 阳朔县
阳朔镇、白沙镇、兴坪镇、福利镇、高田镇、葡萄镇(仅限葡萄景区)、

金宝乡(仅限遇龙河景区)、杨堤乡(仅限杨堤景区)、普益乡

5 灌阳县 新街镇、灌阳镇、新圩镇、水车镇
6 龙胜各族自治县 龙胜镇、龙脊镇、泗水乡、江底乡、瓢里镇
7 资源县 资源镇、中峰镇
8 平乐县 平乐镇、二塘镇、沙子镇
9 荔浦市 荔城镇、青山镇、修仁镇、马岭镇
10 恭城瑶族自治县 恭城镇、平安乡

为保护和改善城市环境，减少大气
污染和噪声污染，提高建设工程质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
法》《广西壮族自治区促进散装水泥发
展和应用条例》等法律法规和文件规
定，结合我市实际，决定划定建设工程
禁止现场搅拌混凝土和砂浆区域。特通
告如下：

一、从 2019 年 3 月 1 日起，在下列
区域内新建、改建、扩建的建设工程，禁
止现场搅拌混凝土和砂浆。区域如下：

(一)灵川县及临桂、象山、秀峰、叠
彩、七星、雁山区六个城区全境；

(二)全州县、兴安县、永福县、阳朔
县、灌阳县、龙胜各族自治县、资源县、
平乐县、荔浦市、恭城瑶族自治县的县

(市)城镇及部分毗邻乡镇和重点乡镇全境
(详见附件)、工业园(集中)区；

(三)桂林经济技术开发区；
(四)桂林漓江风景名胜区。
二、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建设工程，

可以使用袋装水泥、现场搅拌混凝土和砂
浆：

(一)建设项目需要使用特种混凝土和
砂浆或者施工工艺有特殊要求，预拌混凝
土和预拌砂浆生产企业无法供应的；

(二)施工现场三十公里范围以内无预
拌混凝土供应，或者施工现场五十公里范
围以内无预拌砂浆供应的；

(三)因道路、场地等客观原因限制，
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专用车辆无法到达
施工现场的；

(四)水泥使用总量在 150 吨以下或者
房屋建设面积在 500 平方米以下的；

(五)抢险救灾需要的；
(六)其他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情

形。
三、禁止现场搅拌混凝土和砂浆的工

程建设项目，设计单位应当在施工图设计
文件中明确使用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的
等级。施工图审查机构对未按照规定标明
使用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等级的施工图
设计文件，不予审查通过。

四、属于招标投标的工程建设项目，
招标人或者招标代理机构应当在招标文件
中标明使用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的要
求。

五、施工单位应当按照施工图设计文

件的要求使用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
监理单位应当对工程施工中使用预拌混
凝土和预拌砂浆的情况进行监理。

六、县(市、区)人民政府住房和城
乡建设、交通运输、水利等主管部门，
应当加强对本行业建设工程使用预拌混
凝土和预拌砂浆的情况和质量监管，对
不按照规定使用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
的，应当责令改正。

七、对违反本通告规定的，由负责
该辖区的市、县(市、区)散装水泥主管
部门或散装水泥管理机构依法依规查
处。

桂林市人民政府
2019 年 1 月 17 日

桂林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禁止现场搅拌混凝土和砂浆区域的通告
相关县(市)禁止现场搅拌混凝土和砂浆区域范围明细表

新华社北京 2 月 19 日电（记者张泉）“努力以自
己的知识和能力，为国家和人类科学的进步作出贡献，
这是‘英才计划’为我种下的一颗种子。”中学生樊悦
阳的发言，道出了众多参与“英才计划”培养的中学生
的心声。

记者从 18 日召开的“英才计划” 2018 年度工作
总结会暨专家咨询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获悉，“英
才计划”五年来已累计培养 3000 余名品学兼优、具有
创新精神的中学生。

“在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交汇
期，人才竞争已经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核心和关键。”
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怀进鹏表示，中国科协
将充分发挥组织优势和作用，不断总结工作规律，开创
青少年科技教育工作新格局，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作出
贡献。

据介绍，“英才计划”由中国科协和教育部共同主
办，主要任务是选拔一批品学兼优、学有余力，具有创
新潜质的中学生走进大学，在为期一年的培养过程中，
使学生感受名师魅力，体验科研过程，激发科学兴趣，
提高创新能力，树立科学志向。共有 15 个省份、 20
所高校等参与培养工作。

2018 年 10 月，教育部将“英才计划”纳入《教
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实施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 2 .0
的意见》，为“英才计划”进一步发展提供政策支持。

怀进鹏表示，要不断加大对战略性基础性科技创新
人才培养工作的探索和实践；不断创新“英才计划”工
作机制，拓展影响力和联动效应；完善“英才计划”的
持续跟踪机制，不断探究创新人才成长和发展的规律；
推动国际交流与合作，借鉴国际经验与规律，营造人才
成长与发展的良好生态。

“英才计划”已累计培养

3000 余名优秀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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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才小学的师生一起齐唱《我爱你中国》。

在英才小学，孩子们展示自己用废旧材料制作的“贺岁金猪”。

元宵节一过， 2019 年的

春节也收了尾。这两天，我市

中小学校陆续开学，孩子们见

面谈论的少不了“压岁钱”的

话题。春节给孩子压岁钱是我

国的传统习俗，随着经济条件

越来越好，孩子们的压岁钱也

越来越多。大多数家长认为
“钱不能放到孩子那里”，然

而现在的孩子大多有了自主消

费意识，也想自己“当家做

主”。

近日，《北京青年报》官

微推送了一条新闻：《亲爹挪

用 10 岁儿子的压岁钱 3000 多

元，被告上法庭》。法院审理

后认为，儿子小苏对该款项享

有所有权，亲爹苏某无权擅自

处分小苏名下的存款，故判决

苏某返还小苏本金及利息共计

3045 元。

这则新闻引发了不少家长

和孩子的热议。孩子的压岁钱

要如何处理呢？如何培养孩子

正确的金钱观和消费观？各方

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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