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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
投稿邮箱：jiating@laoren.com

生日祝福

8 年来，每个月，驾车 7 小时，从
贵阳到四川，只为了陪伴 85 岁的母
亲。这是梁永平一家的日常。

46岁的梁永平老家在四川农村，
自从8年前父亲去世后，梁永平回家
更频繁。作为家中7个儿女中排行第
6的梁永平和他妹妹，得到母亲的关注
也最多。“我俩从小就被额外‘优待’。
就算现在回去，母亲早上还会悄悄地
拿鸡蛋给我，让我多吃一点。”

和母亲的关系，梁永平形容彼此
更像朋友，母亲有什么话都爱跟他
说，他也比较迁就母亲。“母亲节俭惯
了，出去吃饭要打包，买东西都嫌
贵。我给她买东西，要不就说是别人
送的，要不就和老板说好，让老板给
她报个低价，尽量迁就她。”

在梁永平看来，孝顺更重要的是

精神上的陪伴。他回到老家，会为母亲
扫地、砍柴，陪母亲散步、聊天。“无论在
外面有多大的成就，回家我就永远是
母亲的儿子，做一个儿子该做的事。”

“我父亲没坐过飞机，特别遗憾，
所以在母亲还在的时候，我就尽力把
该做的、能做的，都做到。”无论带着
母亲去哪儿，梁永平都是全程拉着母
亲的手，“小时候是母亲拉着我的手
走，现在她老了，需要我拉着她走
了”。（摘编自《贵州都市报》）

“母亲老了，需要我拉着她走”

3 月 13 日是李全喜
65周岁生日，妹妹李金荣、
妹夫孙长锋、外甥孙沛、外
甥媳杨华祝你生日快乐、
寿比南山、青春常在、幸福
安康！

3 月 14 日（农历正月
廿七）是朱福增70岁生日，
妹妹朱书云携全家人祝你
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平安
幸福、开心过好每一天！

3月16日是仪传平66
岁生日，老伴程凤环携儿
子、儿媳及孙女、孙子祝你
生日快乐、幸福安康！

3月16日是女儿石桂
荣 51 岁生日，父母祝你生
日快乐、身心健康、工作顺
利、全家平安幸福！

3 月 16 日（农历正月
廿九）是王范滋71岁生日，
爱人贾延珍携女儿王琳、
王晖及孙辈者仪、悦悦祝
你生日快乐、平安健康、永
远幸福！

3 月 16 日（农历正月
廿九）是河北省晋州市程
青哲 63 岁生日，老伴程顺
汉携全家祝你生日快乐！
愿 你 福 同 海 阔 、寿 比 南
山，健康与快乐永远伴随
着你！

3月18日是杨淑纯90
岁生日，女儿亚沙、加沙、小
珊携全家祝您生日快乐、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我
们永远爱您！

3月20日是大哥金冀
龙69岁生日，大妹金镜纯、
小妹金镜芸祝你生日快
乐、身体健康、平安幸福、笑
口常开！

为孙辈祝福

3月18日是舒星15周
岁生日，爷爷奶奶祝你生
日快乐、学业有成！

征集：免费刊登祝福，
请至少提前十天发短信至
18075167350。

女儿跟男友私奔，我该阻止吗

现如今很多家庭都建立
了微信群。近日，对2005名
受 访 者 进 行 的 调 查 显 示 ，
93.8%的受访者加入了家庭
微信群，65.6%的在微信群中
活跃，66.7%的认为微信群能
促进几代人的交流。

调查显示，最容易让受
访者感到不舒服的三种信息
是 ：小 道 消 息 或 不 实 消 息
（38.8%）、询问成绩或工作情
况（38.7%）及求投票或点赞
（30.4%）。其他还有催婚催
子、心灵鸡汤、频繁晒照片和
公开反对其他成员的言论等。

北京某高校研究生徐雅
昕有两个家庭微信群，一个是
大家庭的群，另一个是她和表
姐、表哥的小群。徐雅昕的姑
姑会在家庭群中分享自己的

摄影作品，转发各种安全提
示，而她很少主动说话，“感觉
像当着很多长辈的面一样，挺
拘束”。徐雅昕最怕家人在群
里讨论自己的个人问题，对长
辈转发的虚假养生信息，她有
时会觉得尴尬。“我们做小辈
的如果在群里当众指出来，会
让长辈脸上挂不住，后来我们
决定私下告诉长辈个人。”

在上海从事金融工作的
庞泓圣在家庭微信群除了和家
人联系，还了解老家的新闻。
庞泓圣说，家庭群偶尔会被各
种拼团、投票信息刷屏，但确实
方便了家人之间的沟通。“我妈
妈之前不用表情图，后来她收
藏了很多我发给她的表情，再
用到群里去，感觉很有意思。”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

家庭微信群少发三种信息
退休后，许多老伙伴们

开上了汽车。虽令人羡慕，我
却不为所动，一是觉得年龄大
了开车不安全，二是怕尾气排
放污染环境。

于是，我与老伴一起散
步成了每天的必修课，但时
间久了，逐渐失去了动力。
我 说 ：“ 要 不 咱 们 也 买 辆
车？”老伴反驳：“你会开，还
是我会开？何况我的身体也
吃不消。”我笑道：“我想买
辆三轮车，带你看世界。”我
立即买了一辆人力三轮车，
放上一把靠背椅就开始了我
们的旅行。

第一次远距离旅行是到
城郊公园。也许是厌烦了城
区钢筋混凝土的“圈养”和喇
叭的轰鸣，刚出城区，一股夹

杂着花香的微风拂过，让人
瞬间心旷神怡。顺着沿江路
缓慢前行，青山绿水尽收眼
底。骑行 40 分钟，到了公园
山脚下。那里已经人声鼎
沸，吊嗓子的、跳广场舞的
……望着眼前的一切，都是
那样新鲜，老伴竟然忘记了
病痛，也加入到锻炼身体的
行列中。自从老伴手术后，
还是第一次这么高兴。

后来，去公园锻炼身体
成了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每天在风景中前行，在愉悦中
强身健体，不亦乐乎。“我虽说
愉悦了，可却辛苦了你……”
面对老伴愧疚的表情，我摆摆
手说：“你的健康就是最好的
回报，我愿意永远给你当车
夫！”（湖北丹江口 张军）

我给老伴当车夫

“女儿豆豆离家已经一个多月了，她肯定和那个男的在一起。”电话里，吴秀慧不停地叹气，许
久后，她说：“这是报应。”因为25年前，她也曾不顾家人反对，和老公私奔了。（摘编自《淮海晚报》）

女儿带回个“不靠谱”男友

一个多月前，豆豆带回
来一个男孩，说要结婚。男
孩叫刘力，“个子不高，长相
一般”。尽管吴秀慧对男孩
不太满意，但心想只要人靠
谱，女儿喜欢就成。

可一细问，吴秀慧的心
拔凉拔凉的。刘力28岁，离
异，有个4岁的儿子。老家在
安徽农村，上头还有四个姐

姐。刘力不仅家境一般，也不
太上进，“28岁了，也没个正
经工作”。

当晚，吴秀慧和丈夫苦
口婆心地劝女儿，可豆豆却是
一根筋，一口咬定父母势利。
和女儿谈到凌晨三点，依旧无
果。豆豆爸爸怒不可遏：“要
跟他结婚，除非别进家门！”吴
秀慧回忆，“女儿说，上一个男

友我们阻拦，这一个也阻拦，
为什么自己不能选？”说完，豆
豆就回了房间。

“我们希望豆豆找个有
稳定工作的，上一个男孩一
天到晚捣腾着做生意，做一
次赔一次，这怎么行？”吴秀
慧说，做父母的总会为子女
考虑得多一些，不想能预见
的辛苦发生在孩子身上。

父母越干预，男女爱得越深

婚姻家庭咨询师吴芳表
示，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大卫和
利比兹曾作过调查发现，父母
的干预程度愈高，男女双方竟
会产生愈强烈的爱。所以，吴
秀慧当下对豆豆的态度，最好
变堵为疏，以开明、理性、充满
同理心的态度去引导，避免她
重蹈覆辙。

此外，吴秀慧和孙文清当
年用私奔的方式来处理情感，
可能在生活中有意无意地提
及，这无形中给豆豆以一种导
向，就是“如果父母不同意，我就
要私奔”。所以，从某种意义上
来说，“私奔”看上去是偶然，其
实可能是必然，那就是父母在养
育过程中，包办太多，管束太多，
激发了孩子反抗之心，却没有赋
予他们承担之力。所以，面对已
成年的女儿，该劝导劝导，晓以
利害，分析利弊之后，不如采用

“赋权型教养方式”，把选择与
承担的权利交还给她自己。这
或许是剂猛药，但她能从中成
长，这是父母多少言说也代替
不了的人生必修课。

女儿私奔勾起当年回忆

一星期后，吴秀慧收到
女儿的微信，“说她和刘力要
出去闯一闯，证明他们可以在
一起”。吴秀慧拨打女儿的
电话，可已经关机。“我和丈
夫找遍了豆豆的朋友同事，可
没人知道她去了哪里。”

后来，豆豆主动联系了
吴秀慧。“她说要和刘力闯出
名堂再回家。”丈夫无奈地
说：“女儿这脾气，太像你当

年了。”这勾起了吴秀慧的回
忆，她说，这可能就是报应。

25年前，吴秀慧和丈夫
也是私奔的。那一年，吴秀
慧在看到丈夫孙文清的第一
眼，就被吸引了。可吴秀慧
的母亲不答应，因为孙家破
败，常要亲戚接济。于是，他
俩私奔了。“后来是文清去找
了我父母，一再保证会对我
好，母亲才原谅了我。”吴秀

慧说，不希望女儿走自己的
老路。可女儿一根筋地和刘
力在一起，吴秀慧也很矛盾，
她想劝女儿分手，可又怕弄
拧了，让女儿越走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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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永平和母亲合影梁永平和母亲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