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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孙

祖孙 事乐

再写一遍会更好

我正在键盘上打篇短
文，孙子要我陪他去玩，等
了一会竟直接拔了插头。
我急了，说：“你干什么！
写好的全被你删掉，我白
忙活了半天！”

孙子说：“你可以再写
一遍呀。我学习写字，一
个字至少要写10遍，你写
第二遍就不耐烦了？爷
爷，你没白忙活，你再写一
次会比这次写得更好！”
（湖南长沙 刘志珍 81岁）

打得屁滚尿流

5 岁的小孙子说话常
语出惊人。有一天，老伴
帮他洗完澡后，看他粉嫩
的小脸蛋着实可爱，便逗
他说：“来来来，让奶奶咬
一口。”

小孙子急了，说：“不行
不行，不能咬！要不然我告
诉我爷爷，把你打得屁滚尿
流！”谁也没教他这个成语，
用在这里倒挺合适。（江苏
射阳 徐荣义 64岁）

姥姥不长胡子

我的胡子长得很快，
隔两天不刮就显得又黑又
浓。那天小外孙来我家，
见我又在刮着胡子，说：

“姥爷，您经常刮胡子呀？”
我说：“是的，人老了就长
胡子，而且长得很快，必须
经常去刮，不像你们孩子
不长胡子。”

小外孙不解：“那姥姥
也老了，为啥不长胡子？”
（河南郑州 李朝云 53岁）

受不了酷刑

我鼓励孙子刻苦学
习，说：“你想想，古人还头
悬梁，锥刺股呢。”孙子却
接口说：“现在学习压力已
经够大了，再加上头悬梁、
锥刺股的酷刑，我哪能承
受得了！”（辽宁大连 刘功
起 79岁）

浙江富阳的寿女士5日求
助：我孙子6岁，放假在家里，
每 个 少 儿 频 道 都 是《熊 出
没》。他们老师说，绝对不能
看《熊出没》和《喜羊羊与灰太
狼》，说有暴力。但各个台换来
换去都是《熊出没》，怎么办？

暑假里，不少电视台特别
是动画卡通台都在每天的固
定时间播放《熊出没》等国产
动画片。早在 2014 年，不少
媒体就报道过，《喜羊羊与灰
太狼》与《熊出没》因存在暴

力、低俗、危险情节和不文明
语言等内容，被国家相关部门
要求整改。现在，已有不少家
长有意识地避开电视台播放的
内容，自己给孩子选择动画
片。在家长推荐排行榜中，《小
猪佩奇》《巧虎》排名靠前。美
国权威测评网站，也为不同年
龄段的孩子
们特别推荐
了又新又热
的 动 画 作
品：《狗狗巡

逻队》（3岁）、《杰克与梦幻岛海
盗》（4 岁）、《喧闹一家亲》（6
岁）、《星际漫步》（7岁）、《阿甘
妙世界》（8岁）、《探险时光》（10
岁）。这些动画片都可以在网
上找到视频资料，爷爷奶奶们
不妨陪着孙辈一起看，帮忙把
握时间。（摘编自《重庆晨报》）

《熊出没》太暴力，可电视里都是它

警惕只接触“假自然”

母婴亲子平台“年糕妈
妈”近日通过对近 4 万名 0
到6岁的幼儿家长进行问卷
调查，发现连续一个月都没
有接触过大自然的幼儿高
达60%。另外，70%的幼儿
从未在自然环境下认识接
触真实的动物。与之形成
强烈反差的是，经常接触智
能手机、平板电脑的幼儿却
接近80%。

“这对孩子的成长相当
不利。”“年糕妈妈”创始人
李丹阳说，接触大自然，能
让孩子获取真实的认知，从
而获得对世界敏锐的感知
力，激发创造力和求知欲，
让他们的精神世界也变得
明亮饱满。而远离大自然，
会让孩子患上“自然缺失
症”，不会抬头看看天上星
星有多亮，不认识大自然中
的动物和植物，变得孤独、
焦躁、易怒。

需要注意的是，有的家
长认为，孩子通过电子产品
也可以了解大自然，而且比
亲身体验大自然更“有效
率”。但归根结底，通过电
子产品能了解到的，只能是
一个“假自然”。（摘编自《北
京晚报》）

高考录取接近尾声，湖北
武汉71岁的曾一平看到落榜的
孙子闷闷不乐，思量之下给孙子
写了封信。他说，希望这封信也
能开导到其他落榜的孩子。
萌萌：你好！

今年高考已经结束，很遗
憾你没能被大学录取。看着你
闷闷不乐的样子，全家人都在
暗暗为你担心。爷爷想对你
说，不可能每一位考生都能进
入大学，上大学也不是唯一的
出路。落榜，没什么大不了的。

爷爷至今仍记得，你小时

候非常喜欢学习，爷爷非常高
兴。现在你长大了，虽没考上大
学，但学习，不是只能在学校里
进行。爷爷曾参加“文革”前最
后一次高考，是班上唯一的落榜
生。之后我进了电机厂当学
徒。由于我没有放弃学习，恢复
高考后，我如愿考上一所大专院
校，学习机械制造。根据在电机
厂工作的经验和大学知识，我写
了《异步滚丝机设计原理》，获得
武汉市发明三等奖。

企业改制后，我改行到酒
厂学习酿造知识。后来企业亏

损，我下岗后又通过自学考取全
国注册监理工程师，改行从事建
筑监理工作。可以说，爷爷的一
生都是在学习，学习，再学习。
正是因为从没放弃过学习，我才
得以在之后的3次改行中不仅
没被淘汰，而且越干越有劲。现
在 70多岁，我仍在学习，学电
脑，学拼音，玩手机，写诗……

爷爷这一生的经历，希望能
给你一些启示，在任何情况下，
只要努力学习，是金子在哪里都
会发光。你将是爷爷的骄傲！

你的爷爷曾一平

致乖孙：落榜没什么大不了

吴天真老师在夏令营当辅导员4年，
每年都会遇到几个比较娇贵的小孩。

今年让她头疼的孩子是初一男生小张
（化名），来到营地第一天就大发脾气。

“我们的营地是在浙工大之江校区，
学生住的是大学生的宿舍，6 人间，有空
调，每层楼都有公共浴室和洗手间，上课
的地方就是大学教室。”吴老师说。

但是，这条件显然和小张的心理预期
不一样。“他的一个表哥告诉他，夏令营都
是住星级宾馆，在大会议室里上课。这是
他同意参加夏令营的主要原
因。结果来了之后他发现不
是这么回事。宿舍要住 6 个
人，没有独立卫生间，5楼没有
电梯，这条件他受不了，马上
就翻脸，一定要退营。”

00后太娇贵?
女生比男生更汉子

浙江杭州一名参加夏令营的初中男
孩，因为嫌弃有空调的大学宿舍条件太
差，不如星级宾馆，第一天就从夏令营“落
逃”。夏令营的老师表示，每年带队学员
中大约有10%的孩子不适应集体住宿。
而且，娇贵的孩子中，男生比女生更多。

在出现“伪娘”“女汉子”的时代里，
我们究竟该如何养育孩子？儿童教育
专家的意见是：尊重孩子的性别差异。

中国家庭教育高级指导师练丽丹
的感触是，过度保护是束缚男孩成长最
大的育儿误区，“这会让孩子失去男孩
子应有的品性：积极探索的勇气，大胆
冒险的精神，不怕摸爬滚打的韧性，不
怕失败受挫的意志力和抗挫力……”

而对于走红的“女汉子”，国家一级
心理咨询师沈梦表示，许多家庭倾向于
把女孩培养成独立、自主甚至强悍的

“女汉子”。不过，“女汉子”的精髓在神
而不在形，要义是豁达大气、独立担当
的气质和风貌，内在是有智慧的“女汉
子”即可，外表和行为不妨“软妹子”
些。（摘编自《钱江晚报》《深圳特区报》）

住宿不如星级宾馆坚决退营

个案

吴天真老师表示，男孩子娇气的比
例逐年增高。对此，资深教育专家吕敏
坦言，男孩更娇气是个很现实的问题，

“当然也可能和传统的观念有关，认为
男孩应该更强悍一点。理想和现实有
差距，男孩的娇气问题便越发凸现”。

另一方面，如今大城市里，“女汉
子”式的女孩在增多。“社会不再要求女
孩子一定要文气，家长甚至鼓励她们更
大胆一些。”吕敏说，“从生理角度来说，
女孩比男孩更早熟，在低龄阶段，女孩

在各方面都可能比
同 龄 的 男 孩 更 出
色 ，占 压 倒 性 的 优
势。这么一来，自然
而然男生的‘气势’就
弱了。”

印象

男孩更娇气女孩更“汉子”

建议

“女汉子”在神而不在形

老师
她欺负我

《清华心脑健康养生宝典》免费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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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高一多”的特点。一直以来，常规的
中西医没有很好的根治方法和药物，严
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给很多家庭带来严重
的经济负担和心理病痛。为什么心脑血
管疾病会久治不愈？导致心脑血管疾病
的根源到底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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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语言不清，偏身麻木，或胸痛胸闷，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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