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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孕锦囊

■医师坐诊
“可怜”真假难辨——

当乞丐向孩子伸手时你怎么做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李旦

为人父母者无不希望孩子富于爱心，于
是，“要乐于助人”就成了很多爸妈教育子女
的口头禅。可践行过程中常会有些意想不到
的尴尬，比如——路遇乞丐怎么办？

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是，如今“活跃”
于街头巷尾的行乞者中，不乏显而易见的“职
业乞丐”。带孩子出门时被他们拦下，你会不
会内心犹豫挣扎：到底是该做好“行善表率”
以保全孩子心灵的纯净，还是该提前教他认
识这种成人世界里的虚伪与欺骗呢？

新年将至，一家老小逛逛街、下下馆子，
再去庙会瞅瞅，是很多家庭的“保留节目”。
这种时候“邂逅”行乞者的几率往往不小，
那么，你的反应会与以下三位家长中的哪一
位相仿？

朱女士的女儿今年 8 岁，从小就
是个有爱心的孩子，对于学校组织的
捐助活动每次都积极响应，路遇乞丐
也总是很大方地把口袋里的零花钱掏
出来……朱女士一般不会干涉女儿的
做法，唯有一次，她上前制止了。

那天，信佛的朱女士带着女儿去
某寺庙烧香，见寺外围聚有很多行乞
者，深知这些人不好惹的她赶紧拉着
女儿穿了过去。等进到庙内，孩子突
然发问：“妈妈，为什么看见乞丐要‘跑’
呀？”一时语塞的朱女士，只得辩称是

“为赶吉时”。

朱女士诚心礼佛的同时，女儿自
个跑开玩去了，等朱女士在寺庙门口找
到女儿时，发现她正被一群乞丐团团

“包围”。“我看到孩子拿着自己的小钱
包在那发钱，赶紧跑过去制止——倒
不是心疼钱，而是怕那些人抢夺起来
会惊吓到她！”朱女士拽着女儿“左
冲右突”才脱离重围，“‘突围’后我
第一时间告诉她，助人为乐也要量力
而行。”其实，朱女士真正想要告诉孩
子的是那些乞丐每天都会准时出现讨
钱、根本不值得同情，但最终还是忍
住没说。

网友“长株潭散人”：以前的乞丐
是等人给钱，现在发展成主动要钱了，
给少了还不行！一般情况下，带孩子出
门时遇见有人行乞，我会刻意转移孩
子视线，总之是能避则避——既不想
受骗上当，又要尽力保护孩子的同情
心，不容易啊！

长沙市民刘先生：给个一两块钱
也不会造成多大损失，受骗就受骗吧，
毕竟孩子的爱心和纯真都需要呵护。

所以，对于自家孩子给乞丐钱的行为，
我从来都不会制止。

网友“碰碰胡”：我一般会告诉孩
子不是妈妈不愿给，而是妈妈赶时间、
没零钱之类的。

年轻妈妈叶女士：我会告诉孩子
要分情况，最简单易行的区分方法是：
如果乞讨者是老弱病残，那么应该给
予帮助；但如果是健全的人，则没必
要给，他们完全可以自力更生。

文 / 符小琴（湖南省儿童医院）
好动、爱玩是孩子的天性，但有

些 孩子除 好动外，还非常容易兴 奋，
或是爱哭闹、睡眠质量不高、喂食困
难等。遇到这种情况，家长们得特别注
意了，因为孩子有可能是患上了多动症。
儿童多动症是指智力正常或与正常儿
童非常接近的儿童平时活动过多、注
意力不集中、情绪不稳定、冲动任性
倔强等。

很 多 家长不 理 解：孩子好好的，
怎么会患上多动症呢？其实，儿童患此
症多与饮食不科学有关。

1、蛋白质摄入过多。儿童正处于
生长发育期，身体需大量蛋白质来维
持代谢平衡，但同时也不宜营养过剩。
过多摄入蛋白质不仅 影响胃肠功能，
其代谢产物所分解的含氮物质如尿酸、
尿素、氮等，还对人体有毒，并容易刺
激中枢神经系统，使患儿烦躁不安。

2、常食含酪氨酸食品。如一些挂面、
糕点以及乳制品等。

3、常食受铅污染食品。如果孩子
经常食用受铅污染的食品如含铅皮蛋、
贝壳类、大红虾等，也有可能引起动
作和行为的异常。

4、铁元素摄入过少。铁是合成血
红蛋白的原料，而血红蛋白是血液中
携氧的主要工具，缺铁会导致脑组织
缺氧，不仅令孩子学习成绩下降，还
可能诱发多动症。

所以，除饮食方面多注意外，还应
适当地为孩子补铁补血，以免多动症
发生。 

文 / 新蓝
日前，继大 S 怀 孕 4 个月高调宣

布喜讯后，新嫁娘杨幂也公开宣称已怀
孕 3 个月——女明星们在怀孕初期都会
选择刻意隐瞒或是含糊应答，这似乎已
经成为娱乐圈的惯例了，据说是因为“怀
孕前 3 个月不能向外公布，否则对宝宝
不利”。这种说法究竟有无依据？

医生：前 3 个月对胎儿很关键
怀孕前 3 个月是胎儿发育的关键

时期，根据医学数据，在受孕成功后，
有 50% 以上的受精卵无法最后诞生为
可爱的婴儿，大部分是因为染色体的
问题，在自然进程中被淘汰掉了。这种
遗憾有 80% 就发生在前 3 个月，所以
很多夫妻在前 3 个月不提孕事，希望
等胎儿稳定后再和大家分享喜悦。

民间：惹胎神动怒恐殃及胎儿
除医学上有足够科学例证外，传统

风俗也有很多这方面的禁忌。比如在
有些地方，老一辈人相信从孕妇怀胎开
始到生产后的百日之内都有胎神在左
右，怀孕之事若讲得太早，会惹得胎
神不高兴，从而伤害到孩子。

这类民间传统习俗还包括：孕妇
不能 搬 家；不能 爬高；不能 拿剪刀、
针线及锤子；不能做繁重家事；不能
被人从后面拍背等，都是为免触犯胎
神。当然，老一辈人的“讲究”中确有
不少属封建迷信，不过孕妇也确实需要
重点保护，从这点来说，有些习俗禁
忌不无道理。

明星：选择不说情有可原
明星的私生活很容易被挖个底朝

天，明明没事也能被娱记写出点儿什么
事来，更别提怀孕这等大事了。围追堵
截、各种偷拍对“准星妈”而言总归是
种心理负担，若一不小心没能保住胎
儿更是会被大肆渲染……所以很多明
星暂不公开也算情有可原——不如等
到一切稳定后再广而告之。

饮食不科学易患多动症

明星怀孕
为何喜欢“瞒仨月”

案例 >>

孩子问：妈妈，你为什么要对那个爷爷凶
“有次我带女儿去黄兴路步行街

一带吃饭，过天桥时，一位 70 多岁、
衣着褴褛的老人家突然扯住孩子的衣
角讨钱，吓得孩子当场哇哇大哭……”
应声回头目睹到这一幕，王女士怒不
可遏地吼了句“你干什么吓我的孩子”，
并立即把 3 岁多的女儿抱进怀中抚慰。
老人则连连磕头，辩称自己没有儿女、
迫于无奈才出来讨生活，但气头上的
王女士哪里听得进去，瞪了他几眼后
快步走开。

吃饭时女儿的情绪已经平复下来，
“她突然问我：那个爷爷好可怜的，妈

妈你为什么要凶他……”王女士称听
到这话后自己一下愣住了，因为万万没
想到孩子会这么说，“我以为她会觉得
乞丐很脏、很讨厌或者很可怕之类。”

“妈妈，等下我们回去路过的时候，
给那个爷爷一点钱好不好？”因不忍
拒绝孩子的善意，吃完饭后王女士特
意带着女儿原路返回，就为给那个老
人家几元零钱。

该让孩子知道：有些人有手有脚却想不劳而获  
隔三差五就有人在公交车上行乞，

这让每天都得搭乘公交送孩子上学的
邓先生很是无语。“我常坐的那趟车上

‘固定’有个中年男的讨钱，他不记得
我，我可记得他！有次，可能是看我带
着孩子，那个男的一直站在我们爷俩
面前，伸着手，鞠着躬……”见儿子
拉开书包准备掏钱，没法再“视而不见”
的邓先生果断出手，把儿子已经拿出
来的零钱又放回到他的书包里，“那人
知道‘没戏’，这才走开”。

“爸爸，平时你不老说要乐于助人

么？”面对质疑，邓先生突然意识到，
是时候告诉已年满 9 岁的儿子“这个
社会的另一面了”。于是，他很认真地
跟孩子讲：这些人大多是“职业乞丐”，
而对于这种明明有手有脚、完全可以
自力更生却希望不劳而获的人，不值
得给予同情。

“那要怎么分辨真假乞丐呢？如
果别人真是需要帮助怎么办？”在儿
子无邪的眼神注视下，邓先生无奈地
叹了口气：“如果实在拿不准，那还
是给（钱）吧。”

有时候，助人为乐也要“量力而行”

专家＞＞

面对陌生人求援，
不妨多些理解少些猜测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张珊认为，乐善好施是种
美德，即便是在如今“职业乞丐”多发的背景下，也
不要轻易当着孩子的面拒绝或对他人的求援视而不
见，更不应武断地做出“这人是个骗子”之类的结论。

上述家长的困惑，张珊本人也有过深切体会：
“在我的孩子约4岁左右时，每次上街遇见乞丐，他
都要给对方钱。而我明知那些人中大部分是骗人的，
但从来不会说穿。”不说穿的理由是，“孩子有自己
的认知发展过程，家长没必要把自我的那套经验提
前强加给孩子”。

如今张珊的孩子10岁了，已经很有是非观，在
电视上看到“‘职业乞丐’月入万元”之类的新闻会
很气愤。张珊听后，只反问了一个问题：“伸手讨要
和放手给予，哪种感觉更好？”随后，她告诉孩子：

“不管行乞者是真是假，既然沦落到向人乞讨的地步，
也就算是一个值得‘同情’的对象了。”张珊建议，
家长正好可以借机引导孩子换位思考“靠人施舍过日
子的感受会是怎样”，从而把“一份耕耘才有一份收
获”的道理植入孩子心中。

告知真相也要讲究方法
和选择合适时机

“‘要不要给乞丐钱’这个话题，我个人觉得
家长的教育必须要结合孩子的年龄来进行，毕竟
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在理解和辨识能力上有着很大
差别。”长沙幸福泉心理咨询专家、国家二级心
理咨询师陈明明认为，幼儿、学龄前和小学阶段
的孩子，由于正处在爱心萌芽和滋长的重要时期，
看到弱者会有种本能的同情，家长如果在这个时
候“残忍”地告知真相，对孩子来说反而是种伤害——
讲太多社会阴暗面的东西会加重其心理压力，让他们
变得冷漠抑或敏感。

陈明明称，这个年龄段孩子的家长，如果不愿给
“职业乞丐”钱、认为这违背了自己的价值观，那么
可以很委婉地引导孩子自己去思考，比如“宝贝，妈
妈记得见过这个叔叔的，怎么昨天看到他时还跑得
很快，今天就躺在这里说自己走不了路了呢？而且妈
妈见他这样已经好几次了……”   

对于初中生或者更大的孩子，陈明明提醒，家
长决定告知真相时亦要注意方式并选择合适时机。
例如可告诉孩子，“为什么这个叔叔不去赚钱养活自
己而要在这里乞讨呢？每个人都要学会自力更生对不
对？”至于那些公交车上经常遇见的行乞者，也可以
很巧妙地告诉孩子：“这个人我们上次已经帮助过一
次了，这次就让别的叔叔阿姨来帮助他好不好……”
这种“启发式”的好处在于，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对
自己思考结论的相信度要远胜过父母的说教。

在陈明明看来，如果家长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
处理这类情况，与其伤害孩子的善心还不如吃这一
两块钱的亏。“很多家长担心孩子长大后知道真相会

‘受伤’，其实孩子的承受能力没那么差，本来就应
该让他自己慢慢了解这个社会。”

声音＞＞

路遇乞丐向孩子伸手，他们选择这样做

那些带着孩子的父
母就是大方些，以后还
要多找这种人下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