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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日祝福

屋檐下屋檐下

湖北省宜昌市宝塔河街
道 56 岁的胡女士最近情绪有
些大起大落——儿媳终于同
意再生个孩子了，她想想都乐；
然而这两天儿媳提出了要求：
不管生的是男孩还是女孩，都
要随她姓。这让胡女士觉得很
难接受，平时相处还不错的婆
媳搞得很尴尬。独生子女父母
加二孩时代，要求第二个孩子
跟妈妈姓的家庭越来越多。两
个孩子姓不同，到底有何利
弊？浙江省湖州师范学院的一
群大学生就此进行了调查。

异姓孩子与祖辈亲密度差别大

调查数据显示，孩子不论
跟爸爸姓还是跟妈妈姓，普遍
地将父母作为求助的第一、二
人选。这说明孩子与父母双方
的亲密度和姓氏关系不大。

不过，异姓孩子与祖辈之
间的亲密度差别却很大。随母
姓的孩子中，有51.1%常常会

由外公外婆带着出去玩，而爷
爷奶奶带出去玩的孩子只有
28.9%。相比之下，随爸爸姓
的孩子，则感受到来自爷爷奶
奶更多的照顾。

消费重心也显示了这一
差异性。当想要买一件东西
时，随父姓的孩子首先会向爸
爸（40.2%）和妈妈（37.8%）提
出，接着会央求爷爷奶奶。而
随母姓的孩子首先会向妈妈
（62.2%）和爸爸（31.1%）提出，
外公外婆排第三位。

近半异姓孩子常被人问起

调查中，两个孩子同姓，
常常一起玩的占80.6%，两个
孩子分别随父姓和随母姓，常
常一起玩的占79.5%，同姓同
胞的亲密度以微弱优势高于异
姓同胞。

84.4%的同姓同胞觉得自
己的同胞非常优秀，异姓同胞
只占 78.8%；85.4%的同姓同

胞希望做得比自己的同胞更
好，异姓同胞只占80.4%。由
此，同姓同胞的竞争意识和权
力意识比异姓同胞更强。

不过，两个孩子分别随父
姓和随母姓，有可能受到外界
的干扰。调查显示，有41.7%
同胞异姓的孩子经常被人问
起：“你为什么跟你的兄弟（姐
妹）姓不同啊？”这说明异姓孩
子时常有外界干涉姓氏的困
扰，并且是被迫经常关注异姓
这个问题。

祖辈尽量做到公平公正

根 据 数
据分析得出，
祖辈可能受到

“香火”观念的
影响，对随自
家姓的孩子存
在一定程度的
偏爱，与随自
家姓的孩子更

加亲密。对此，国家二级心理
咨询师曹丽娟提醒，祖辈的偏
爱往往会被孩子感知，而孩子
的个性往往是通过长辈对自己
态度的亲密或疏离，对自己行
为的赞扬或责备而逐渐形成
的。因此，祖辈应正确看待姓
氏问题，即使存在偏爱，也要尽
量做到均衡化。

另外，曹丽娟提醒，有些异
姓家庭内部存在着明显的姓氏
分界，将会导致家庭成员之间
的情感裂缝不断增大，家庭成
员之间要互相尊重、加强沟
通。（摘编自《三峡晚报》）

二孩跟谁姓，先别急着争

在被确诊为肠癌晚期后，
四川邛崃的彭烈金只有一个愿
望：再见儿子彭小虎一面。8
年前的春节，在一场父母安排
的相亲后，时年31岁的彭小虎
离家出走了。

从彭小虎20岁起，家人开
始陆续为他安排相亲。“大概安
排了五六十次。”彭烈金说，“头
两次他都见了，后来就开始躲，
都说不合意。”2010 年大年初
三，家人又为彭小虎安排了相

亲，这次成为了最后一次。彭
小虎将房门反锁，拒绝与女方
见面。直到女方离开，彭小虎
都没从卧室里出来。后来彭烈
金撬开房门骂道：“都三十一
了，你在想些啥子！”彭小虎没
有理会，沉默不语，骑着一辆摩
托离开了家。这一走，就是 8
年。家人们猜测，相亲是导致
彭小虎离家出走的直接原因。

8年来，彭烈金费尽心力，
希望能找到儿子。“如果他回

来，我们尊重他的想法，不安排
相亲了。”彭烈金说，未来，一切
随儿子的意，他只愿再见儿子
一面。（摘编自《成都商报》）

编辑插嘴：逃避相亲而离
家并非孤例。2014年，《齐鲁晚
报》曾报道过类似的一则新闻：
只因不愿意去相亲，家住山东
东阿的沈宝鹤被母亲打了两
下，一气之下离家出走，一走就
是 8年，没有音讯。所以催婚
逼婚的爸妈们，悠着点哦。

不满相亲逼婚，儿子离家8年

安徽合肥经开区的骆昌凤
4月1日迎来100岁生日，作为
五代同堂的大家长，老人共有
100 多个子孙。当天共有 86
个子孙来到家中为老人贺寿。
点燃生日蜡烛，86人同唱一首
生日快乐歌，场面特别壮观。

“常言道，林中常见千年
树，世上难寻百岁人。”骆昌凤
的二儿子孙明向代表兄弟姐妹

和晚辈发表了生日祝福。今年
72岁的孙明向说，他的母亲生
于1919年，与父亲孙德锯一生
共养育了十个儿女，在那个年
代，要养活众多儿女，其艰难程
度可想而知。

“那时候我们家是‘高堂
姐弟苦相依，未晚关门忍渴饥
’。”孙明向回忆说，上世纪 60
年代初，父亲孙德锯因病去世，

当时兄弟姐妹仍年幼，全家的
日子变得举步维艰。“幸好有母
亲在，她勇敢地挑起了家庭沉
重的担子。”

如今，一大家子都过上了
幸福的生活，孩子们感念老人吃
过的苦，一个个都非常孝顺。看
着孩子们一起唱生日快乐歌，骆
昌凤脸上始终挂着幸福的笑
容。（摘编自《安徽商报》）

86个子孙同唱生日快乐歌

见 效
大伯患有严重类风湿，

双脚变形，坐轮椅。去年我
回老家，看见他在吃一种胶
囊，要用白酒送服，说是新
近他去听保健课，专家推荐
的，3 个月可以根除类风
湿。大伯从来没喝过白酒，
为了治病他也是拼了。

这次放假回去，我又去
看他，大娘一个人在家，说大
伯去小卖部了，这就回来。
我问大娘：“大伯不吃药啦？”
大娘说：“早就不吃了。”我惊
讶：“还真见效了啊？”大娘笑
笑：“嗯，见效了。”

正说着，大伯摇着轮椅
回来了。我纳闷：“这不还
是那样吗？”

大娘朝着大伯的轮椅
上努努嘴：“就是见的这个
效。”我这才注意到，大伯的
怀里斜倚着一瓶白酒。

“现在他一天三顿饭，
顿顿离不开酒了，这不，又
去买来着。”大娘说。（河北
马云龙）

4月17日是向主席60
岁生日，女儿向征祝亲爱
的老爸生日快乐，健康幸
福！“感谢您为家人做出的
贡献，愿在以后的日子里，
所有的快乐、所有的幸福、
所有的温馨、所有的好运
都围绕在您身边。”

4月18日是蒋萍65岁
生日，爱人肖钢训祝你生
日快乐，幸福永远！

4月18日是刘昌宴70
岁生日，姐夫杨臣平、姐姐
刘冬秀率全家祝福你：福
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
不老松！

4月18日是傅步美63
周岁生日，老伴向书连、女
儿向伟祝你生日快乐！身
体健康！笑口常开！这一
天还是石涵予 12 周岁，姥
姥姥爷祝你生日快乐，健
康成长！

4月19日是李衍良86
岁生日，大女儿李丰率弟
弟、弟媳，妹妹、妹夫及侄
子、外甥女们祝您生日快
乐，身体健康！

4 月 22 日 是 黄 蜜樑

58 岁生日，爱人祝你生
日快乐，健康长寿，万事
顺意！

为儿孙祝福

4月14日是张肇元22
岁生日，妈妈黄瑞琼、爸爸
张燕平祝你生日快乐！幸
福永远！

4月17日是黄子萌小
朋友3周岁生日，爷爷黄自
人、奶奶国红祝你生日快
乐，健康茁壮成长！

4月18日是双胞胎李
晨浩、李晨然一周岁生日，
太爷爷、太奶奶代表全家
人祝你俩生日快乐，茁壮
成长！

4月26日是吴士博的
生日，姥姥许文芳祝你生
日快乐、身体健康、考上理
想的大学！

征集：免费刊登祝福，
请至少提前十天发短信至
18075167350。

父亲在认识母亲前，曾有段刻骨
铭心的初恋。母亲知道这段往事，结
婚不久就以父亲的名义给他的初恋李
阿姨发了一份电报：“我已婚，勿牵挂。”
父亲为了表明自己忠贞不二，当着母
亲的面，将与李阿姨的通信全烧了。

一晃30多年过去，在别人眼里，
父亲和母亲是一对模范夫妻。然而最
近，母亲在整理书房时，发现了一个大
秘密——父亲在一本旧书里，夹着一
张李阿姨年轻时的照片。母亲的“醋
坛子”打翻了，但又不好发作，毕竟孩
子都成家立业了。自作聪明的母亲便
想出一个办法，她申请了一个新QQ，
把这张照片作为图像，假扮李阿姨找
父亲聊天，想看看父亲的态度。

一切顺利，可父亲的回答令她更
加难过，他说：“当年，我是伤了你。如

果下辈子能遇见你，我一定不放弃。”
母亲因此脾气大发。我也开始数落父
亲，而父亲笑笑说：“我就知道是你妈
假扮的，故意气她的。这照片，总共就
一张，你李阿姨手上怎么可能有？”可
母亲不依不饶，和父亲闹得天翻地覆。

为帮母亲打开心结，我辗转找到
了李阿姨，并把李阿姨两口子接到我
家来。事过境迁，说起往事，豁达的李
阿姨笑得很坦然。而她的老公陈叔
叔，正是母亲的那封电报促成了两人
在一起。他对母亲还很感激呢。

母亲也当着众人的面承认了自己
的自私。父亲极其动容地说，“你吃
醋，都是因为爱我”，并对母亲这多年
默默的付出表示感谢和深深的爱意。
四位老人，终于放下芥蒂，友好地拥抱
在了一起。（湖南汉寿 刘希）

母亲打翻“醋坛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