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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孙

祖孙 事乐乐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对
四省市小学生家庭教育状态的
调查显示，相对于家长收入、学
历、工作类型等显性因素，家庭
氛围、亲子关系等隐形因素对
孩子成绩的影响更大。

数据显示，“会听取孩子
意见”的家庭，子女成绩优秀的
占 39.11%，而子女成绩较差
的比例仅为19.90%。曾对南
京市小学生学习成绩与家庭环
境因素进行调查的谢琦圣老师
表示，与“民主型家长”相对立，

“专制型家长”对孩子的行为控
制很严，在这种环境下，孩子可

能会对学习产生恐惧或焦虑；
“放任型家长”则对孩子的行为
与学习不关心，在这种家庭下
成长起来的孩子往往对事情没
有责任心。民主型家长对孩
子的行为更多的是加以分析
和引导，对于孩子在成长和学
习过程中发生的问题更多的
是采取帮助与鼓励的方法，使
孩子从父母的行为与教育中
获得知识、明
白事理。

而 对 每
周家庭成员
共进晚餐的

情况进行调查时发现，成绩优
秀的学生家庭，“几乎每天”和

“每周 2-3 次”家人共进晚餐
的比例均高于成绩较差的学生
家庭。为什么经常和孩子共进
晚餐的家庭，孩子学业表现更
优秀？有关专家认为，“餐桌对
话”是最好的心灵教育。此外，

“阅读型”家庭子女成绩优秀比
例更高。（摘编自《金陵晚报》）

大数据说话：家庭民主孩子更优秀

天生可爱

一天，女儿带着外孙
来看望我和老伴。

中午吃饭时，外孙不
愿吃茄子，老伴拿孙女教
育他：“你看妹妹就是爱吃
茄子才长这么可爱的。”说
着还转过脸问孙女：“是不
是？”孙女听了却连忙摇
头：“不是，我是天生就这
么可爱的。”（山西运城 王
喜林 53岁）

想吃山芋

我正在超市买菜，6岁
的孙女蕾蕾打电话来说：

“爷爷，我想吃鳝鱼。”蕾蕾
最爱吃鱼，可从没说过爱
吃鳝鱼。既然她想吃，我
就毫不犹豫地买了几条。

一进家门，我兴冲冲
地喊；“蕾蕾，看，爷爷给你
买的鳝鱼！”蕾蕾一看，失
望地说：“不是这个，我想
吃山芋。 ”（河北曲阳 彭
英凯 70岁）

拜拜，你爸爸

那天与女儿、外孙视
频，说到他俩去察看幼儿
园的事，两岁半的外孙多
米兴高采烈。通话结束
时，女儿跟我道别，多米也
学着妈妈说：“爸爸再见。”

女儿马上纠正说：“多
米，这是我爸爸，不是你爸
爸，快给姥爷说再见！”多
米马上说“拜拜，你爸爸”，
还在镜头前直摆手！（山东
蓬莱 刘宝玉 64岁）

爷爷犯规一次

读小学的孙子放学后
吃晚饭显得特别性急。为
此，近一个月来，我总是提
前几分钟给他盛好饭，让
饭稍微降点温。不料前几
天有次我忘了这一茬。他
放学进门时见没为他冷好
饭，就一本正经地对我说：

“爷爷今天没给我冷饭，犯
规一次！”（浙江绍兴 马永
灿 67岁）

老熬夜长不高
重庆市奥林匹克体育

中心儿童生长发育及健康
管理专家艾红军近日接诊
一个 13 岁的男孩，由于经
常熬夜打游戏，这个孩子身
高只有 1.48 米，一年来身
高只长了不到1厘米。

艾红军表示：“长期熬
夜影响身体发育，直接影响
到身高。”此外，学龄儿童还
应保证规律进餐，每天饮水
800-1400 毫升，每天至少
活动 60 分钟，跳绳、跑步、
拉伸运动，对长高都很有帮
助。（摘编自《重庆晚报》）

大宝小宝累得姥姥喘粗气
人人都说二胎妈妈有勇气，其实比起二胎妈妈，付

出更多的，是帮忙带娃的二胎姥姥（奶奶）。山东烟台
67岁的王女士是很多二胎姥姥中的一员，她的大外孙今
年13岁，小外孙女2岁。且看她今年母亲节这天的生活
轨迹。（摘编自《今晨6点》）

5月14日，母亲节。早早的，王女士就起床
了。虽说是周日，可是女儿女婿都不休班，照料
两个孩子吃喝拉撒的事情还是全压在她身上。

下床的瞬间，王女士习惯性地看了看睡在
身边的大外孙，生怕吵到了他。别看大外孙已
经13岁了，可还是喜欢腻着姥姥，每个周六总
会嚷着跟姥姥睡。

凌
晨

4:30

再一次推开家门时，王女士已满脸的汗珠
了。赶早市买的菜已经放到了厨房，小外孙女
特别喜欢吃海物，看今天的虾挺新鲜的，她跟人

讲了半天价，秤了一大兜。喝口水、喘口
气，看大外孙还没起床，她又轻轻打开家
门，出去买早餐。

如果只是老两口吃饭，王女士就做点
现成的了，可是挑食的大外孙在家，她
至少得做两手准备。到早餐点买完早

餐，再顺路到刚开门营业的面
包店买上新鲜的面包……

早
上

7:00

上
午

8:30

吃完早饭，王女士洗了抹布，开始擦桌子、窗台、茶几
……虽然天天擦，但小外孙女喜欢爬来钻去，哪里也马虎
不得。擦完桌子又擦地，刚消的汗珠又爬满了额头。接
着，王女士又开始琢磨中饭：打算中午包馄饨，可大外孙
不喜欢吃，她想着给他做点米饭。看看钟，女儿快把小外
孙女送过来了，王女士手里加快了速度……

包完馄饨，王女士感觉很疲惫，躺下想休息下。想想
大外孙刚出生时，她一手带着，而且各种育儿的新知识她
都热心学习，可现在，她明显感觉身体跟不上了……刚躺
下，王女士就听见钥匙开门的声音，女儿带着小外孙女来
了。小外孙女在客厅奶声奶气地喊着：姥姥，姥姥……她
连声答应着，脸上笑成了花，开始带着小外孙女玩。

上
午

10:00

中午开饭了。女儿一边喂二宝，一边喊大宝吃饭。
王女士端起热气腾腾的馄饨，急三火四地吃着。匆匆吃
完赶紧把小外孙女接过去，让女儿好好吃饭。女儿让她
慢慢吃，她一边应着，一边就把孩子接过去了……她和
女儿总是这样让来让去，谁都想让对方安心吃顿饭。

上
午

11:30

女儿哄睡小外孙女的空当，王女士在沙发上打了个
盹。也就是眯了20分钟，她又起来准备晚饭的食材，淘
好了米，放进了电压力锅。小外孙女从小睡觉警醒，必须
有人陪在身边，女儿上班后，她要到小卧室里陪娃。小卧
室的那张床太小了，她就搬了把椅子坐在床边，守着。

下
午
2:30

看小外孙女睡得安稳，王女士去看看大外孙的学习
情况。他最近眼睛近视的度数又增加了，她只能一遍遍
地提醒着：把头抬起来！刚刚纠正了孩子的坐姿，卧室传
来小外孙女的哭声。王女士迈着因为关节炎而不太灵便
的腿，小跑着进了卧室。抱起宝宝来，哄了又哄，然后换
了尿布，换好衣服，带上水和饼干，领她到楼下去找小朋
友玩。26斤的宝宝，抱久了还真有点费力……

下
午
4:00

转了一圈，王女士看看时间，该做晚饭了。晚上 8
点，她收拾了大包小包给女儿拿着：水果、蔬菜、面包、酸
奶……虽然女儿天天来，可她总希望她能多拿些再多拿
些。小外孙女奶声奶气地跟她“拜拜”，送他们上了电梯，
王女士会趴在客厅的窗台上，目送着一家四口下楼、上
车、发动，然后走远……而明天，又是一个轮回。

晚
上
8:00

桂龙药

膏，上市多

年 畅 销 不

衰，为了答

谢新老患者

朋友，同时

让更多的老

年人早日减

轻 病 痛 折

磨，特举办

优惠回馈活

动。

只 要

拨打申领热线:400-606-3839 ，就可申领1000

元桂龙药膏厂家直购代金券，活动真实有效，

每天仅限100个名额！

桂龙药膏，上市多年经典工艺，浓缩提

炼，对于新老患者朋友的需求有针对性的帮

助和反馈。

为了让真正有需要的人得到帮助，活动

限定，以下人群可优先领取：

1、老慢支、老肺病、高血压、动脉硬化，经

常疲乏无力，失眠健忘者。

2、冠心病、糖尿病、心绞痛，经常心慌心

悸、手脚麻木、中风后遗症者；

3、腰椎间盘突出，骨关节痛，前列腺疾

病，经常尿频尿急、频繁起夜者。

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不收取费用，每人

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申领代码:016)

桂龙药膏 畅销多年
华天宝药业倾情献礼：1000 元代金券

400-606-3839领取
热线：

桂龙药膏国药准字Z45021464桂药广审（文）第
2017030053号请在医药师的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来电申领

400-670-5637申领
热线：

来电申领
一年用量

来自深海的天然馈赠，英国原装进口，荷
柏瑞进口高纯度欧米伽3来电申领活动现在
开始，因为成本高昂，名额非常有限！

英国原装进口 欧米伽3
欧米伽3富含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DHA+EPA！
DHA俗称“脑黄金”，是大脑的主要组成成分，在大
脑脂质中占10%以上；EPA则被称为“血管清道夫”。

英国皇室都在吃！错不了！ 进口欧米伽3，打个电话领回家

1.活动仅针对年满50岁的中老年朋友；
2.升级会员免费领，最多可申领一年用量；
3.每天仅限50名额，每人仅能申领1次；
4.不收关税，不收快递费。

注：本品不能代替药品公司名：上海和百瑞商业有限公司 批文（海关编号）：221820171000149088

对不起！我们来晚了！始于1870
年，享誉全球近 150 年的英国著名健
康品牌——荷柏瑞给您送福利啦！

荷柏瑞是畅销欧洲一个半世纪的
著名品牌，品质有保证，深受消费者的
信赖与喜爱。并且荷柏瑞欧米伽3通
过欧盟 CGMP 和 HACCP 的严苛认
证，0转基因，0射线杀菌，全方面保证
品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