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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孙

祖孙 事乐乐

走近 后90

孙 子 壮 壮 那 次 作 文 只 得 了
“良”，老师的评语是：“缺乏生活真实
感，内容空洞无物。”我一看作文题
目，《我帮奶奶做农活》。壮壮生下来
便在城里娇生惯养，他怎么能写出有

“真实感”的做农活的作文呢？于是，
周末，我带着孙子回了农村老家。

我先是教壮壮扫院子，然后带壮
壮去浇菜园，又教他如何给倭瓜花授
粉。我一边教他，还一边给他讲解什
么形状的花是雌花，什么样的花是雄
花。看着壮壮聚精会神的样子，我心
里掠过一丝丝的欣慰……

从乡下回来后，我让壮壮把所做

的农活全部记下来，题目依然叫《我
帮奶奶做农活》。这篇作文他写得非
常生动：“在奶奶的指导下，我小心翼
翼地掐下一朵雄花，捏着沾满了花粉
的花柱，寻找可以授粉的雌花。雌花
开得非常鲜艳，嫩嫩的花瓣上，快活
地爬着几只小蚂蚁——它们也被花
香吸引来了呢！……”

壮壮把这篇作文交上去后，得到
了老师的表扬，还被作为范文贴在班
级的“学习园地”里。听到这个喜讯，
我觉得这次“农村历练”太值了！以
后，我还会给孙子找更多的“历练”机
会！（辽宁台安 刘会琴 87岁）

带孙子下乡“历练”■研究孙

国内某旅行网近日发布
了“90后旅行方式研究报告”，
深入观察了 18-27 岁年轻人
的独特旅行方式与态度，并总
结了一些关于 90 后的旅行行
为特征。

比起都市物欲，90后更偏
爱自然人文，中国西部最受关
注。大数据显示，最受90后喜
爱的境内目的地在中国西部，
如西藏的拉萨、林芝，云南的丽
江、大理，四川的成都、稻城亚

丁，青海与新疆等。45%的90
后最想和爱人一同旅行，其次
是朋友及父母，希望独自旅行
的只占9%。

与人们对 90 后“挥霍浪
费”的普遍印象不同，90 后实
则是更为精明的消费者。他们
喜欢有准备的旅行，56%的90
后会在出发前阅读攻略或游
记；旅行中的他们消费态度是

“不求最贵，但求最好”，在挑选
住宿时，90后最重视的要素依

次为“地理位置、性价比、口
碑”，挑选餐厅时，则最看重“口
碑、人均消费水平、菜系 ”。

还有个有趣的特点是，
57%的90后会精修旅拍照片，
字斟句酌，以相当认真的态度
发送每一条朋友圈。与此同
时，56%的90后表示会在意获
得的点赞数量，他们将“赞”视
为朋友对自己的认可，从而获
得心理满足感。（摘编自《每日
经济新闻》）

多给孙辈旅行照点赞

“我非常想念你，想给你打
电话，又听你妈说学校不允许，
不知你在这里生活得咋样？适
应得了吗？……从我的经历中
我知道，中学学习比小学要紧
张得多，课程种类多，课业负担
重。但我非常相信你，会很快
适应的……”这是一封72岁的
姥姥手写给12岁外孙的家书，
感动了众多网友。

刚进入陕西宝鸡第一中学
就读的冯骏驰最近收到姥姥写
给他的信，足足6页纸。老人结

合自己的经历，从学习、锻炼、交
友处世、饮食健康等方方面面，
教育小外孙不要随便买垃圾食
品，注意身体健康和锻炼，激励
小外孙多读书，多学习，多交流，
多关心别人，多从别人身上吸取
成功和失败的经验。不少网友
从冯骏驰的妈妈朋友圈看到这
封信，为老人见识广博、细致严
谨所感动，纷纷留言、点赞。

冯骏驰的妈妈马女士说：
“我是一名英语教师，最近来市
里学习，朋友帮我捎来了词典，

没想到里面夹着老人的一封厚
厚的书信，我读完后潸然泪下，
赶紧把信拿给孩子，孩子读了
姥姥的信，红了眼眶，强忍着眼
泪，说他要上楼去歇会，其实我
知道他要悄悄抹眼泪。”

而12岁的冯骏驰表示，他
从小就和姥姥在一起生活，姥
姥很关心他，但他没想到姥姥
会写这么封长信，“看了 3 遍，
看完后心里非常温暖、感动，让
我学习动力更足了”。（摘编自

《华商报》）

姥姥手写家书叮嘱外孙■隔代最亲

最喜欢哪几个字

孙女吵着要我带她上
街玩，我在街上边走边问
她：“街上这么多广告和店
名字，你最喜欢哪几个字？”
孙女不假思索，脱口而出：

“M、K和超市。”
我问为什么，她说有

汉堡包和肯德基吃，有东西
买。她反过头来问我：“爷
爷，你最喜欢哪几个字？”

我说我都不喜欢。她
又问我：“那你最不喜欢的
是哪几个字？”

我说：“就是你说的那
几个字。”

孙女问我为什么，我
说：“爷爷的钱包忘记带
了。”（江西鹰潭 李庚道
72岁）

鲜花一怒就开放

读小学三年级的小孙
子前前，近来放学回家总要
到凉台玩我栽的花草。那
天放学回来，见他又到凉台
玩花草，我制止他，说这样
会把花草弄死的。他说不
会弄死，“我只是要它生气
好开花”。

我 听 了 觉 得 莫 名 其
妙：“花能生气开花吗？”

小孙子说：“书上讲的，
鲜花怒放，一怒就开花啦。”
（湖南衡阳 涂鑫 80岁）

太凶嫁不出去

4 岁的孙女玲玲有天
因小事哭闹不止。我生气
地说：“你这么不讲理，长
大后怎么嫁得出去啊！”第
二天妈妈骂她，她竟“语重
心长”地说：“妈妈，你这么
凶，将来长大了，怎么嫁得
出去哦！”

又一天，玲玲叫我和
她一起玩剪纸。我逗她
说：“你先夸奶奶几句。”

我正琢磨玲玲会怎样
夸我哩，只听得她笑哈哈地
说道：“我说老郑啊，你怎么
摊得这么个好孙女，不但人
长得水灵，脑子也特聪明。”

她竟然把平时奶奶们
夸她的话，活灵活现地学
说出来。直叫我又好气又
好笑……（重庆 郑桂初
78岁）

为锻炼自立能力，四川成
都市民王女士让 10 岁的女儿
在夜幕中独自坐公交车去学校
取作业本，自己则骑着电动车
跟在车后，不料跟丢了……即
使是带孙的爷爷奶奶们，也知
道培养孩子独立的重要性。然
而，独立与安全，如何兼顾？

10岁娃独坐公交坐丢了

10 岁的小青（化名）前几
天把作业本落在了学校，母亲
王女士决定让小青自己坐公交
车去学校取。“教育她不要丢三
落四，同时也是为了培养自立
能力。”王女士说。当晚 8 点
半，王女士送小青坐上公交车，
因为不放心，自己骑电动车跟
在公交车后面。没想到，车子
骑到了小青该下车的站点，却
没看到小青。王女士赶紧联系
公交调度室和警方。在公交司
机的帮助下，王女士最后乘着
警车在终点站找到了女儿。

对于这次的教育过程，王
女士反复强调做了充分考虑。

“学校和家里只隔了3站，而且
她有电话手表，只是没料到没
电了。”王女士认为，这件事给
她和其他家长唯一的提醒就
是：一定要教育孩子如果坐过
站了不要随便下车，并且要记
住大人的电话号码。

锻炼孩子有个时间表

四川省教育协会秘书长纪
大海认为，有意识地鼓励孩子
独立处事，是非常有必要的。
而在美国育儿专家 Melanie
Pinola 看来，培养孩子各种独
立生活技能，各有正确时期。

学习烹饪（2 岁以上）：最
好先从冷食类如打果汁、凉拌
菜等开始，比较安全；四五岁的
小孩可以尝试搅拌面糊；6-8
岁可以使用厨房设备和工具，
如微波炉、烤箱。

自我保护（2 岁以上）：从

孩子懂事后，就可排演各种状
况，甚至角色扮演，来跟孩子说
不要跟陌生人走。在孩子四五
岁以后，可以开始帮孩子塑造
性别意识、自我保护意识，以及
隐私处不可碰触。

自己洗澡（3 岁以上）：3
岁可以开始培养孩子自己洗澡
的能力，并建立在浴室里的安
全规则。但因为浴室的安全隐
患，大约要在8岁之后，才能开
始真正地让他们独自洗澡。

此外，自己刷牙 、自己系
鞋带、自己管理金钱这类培训
最好在 6 岁以后，而独自搭乘
大众交通工具，取决于家里对
孩子的交通安全教育跟当地的
交通状况。

放手不是放任自流

对于王女士家的这场虚
惊，成都市21世纪教育研究院
副院长熊丙奇认为，王女士的
出发点值得肯定，但骑电动车

跟在公交车后面的做法是错误
的。“这样的保护预案非常不合
理，电动车较难跟上公交车，另
外家长至少可以和司机先打个
招呼。”因此他建议，大人在进
行类似教育时需要制定周密的
保护预案。

美国心理学博士约翰·格
雷认为，家长对孩子放手，绝不
是放任自流。孩子需要经历3
个 9 年期才能成为健康、独立
的成年人：第1个9年，孩子处
于对大人完全的信任和依赖
中；第2个9年，孩子学会信任
自己并日益独立起来，大人的
责任是维持一种控制力，但也
要给孩子更多的自由和独立；
第 3 个 9 年，孩子变得独立自
主，家长需要退到幕后，但仍然
要为孩子提供支持。（摘编自

《成都商报》）

培养孩子独立要有度

儿童牙膏
含氟不可怕

国家卫计委近日公布
的一项调查显示，与10年
前相比，12 岁儿童恒牙龋
患率上升了7.8个百分点，
5 岁儿童乳牙龋患率上升
了 5.8 个百分点。牙科专
家提醒，养成好的刷牙习
惯非常重要，为幼儿选牙
膏多关注以下几点。

含氟0.05%-0.11%是
安全的 很多广告强调儿童
牙膏不含氟，其实，牙膏含氟
并不可怕。因为氟是人体
必需的元素之一，它能保护
牙齿。如果儿童牙膏的含
氟量控制在0.05%-0.11%
就是安全的。

泡沫适中 泡沫多少
跟发泡剂有关系。太多的
泡沫对口腔健康有害。泡
沫如果太少或者没有，则
会影响清洁效果。

不要选择过度好闻的
牙膏 味道太冲的牙膏，宝
宝不喜欢，可是选择味道
太好闻的牙膏也要当心，
宝宝也可能会把牙膏当成
食物吃下去。（摘编自《金
陵晚报》）

奶奶！
我会洗
衣服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