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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孙

祖孙 事乐乐

近日，一位老人在新疆兵团农二师华山
中学门前亲吻孙女高考喜榜的照片在微信
朋友圈里热传。照片中的老人名叫李美
荣。说起孙女考上大学的事，老人激动之情
溢于言表：“听邻居说看到我孙女的高考喜
榜了，我特别激动，专门坐公交车去华山中
学看看。我边看边激动地流泪，还亲了亲孙
女的照片。”

李美荣的孙女是华山中学2018届高三
年级学生王子诺，今年高考取得了理科661
分的好成绩。华山中学副校长张文志在微
信朋友圈里写道：“老人的一吻，隐藏着深深
的爱、浓浓的情，是良好家风的体现。祝福
孩子美梦成真！”（摘编自《兵团日报》）

孙女获高分，奶奶成“网红”

家里是奶奶最大

一天，4周岁的孙子要
玩电脑游戏，他爸爸不让
他玩，我在旁边帮他说情：

“就让他玩会儿吧。”
他爸爸说：“不行，不

能玩。”
孙子说：“不是说，家

里是奶奶最大吗？”言下之
意是奶奶说了算。

我哭笑不得，赶忙打圆
场：“家里是奶奶年纪最大。”
（浙江丽水 吕云兰 67岁）

不会让您吃亏

这天上午，小外孙女
见我收到 50 元稿费，嘿嘿
笑着凑到我面前：“姥爷，
今天您得请客。”

我明白她的意思，回
答得很爽快：“没问题！”

中午，我和老伴带外
孙女去饭店吃她爱吃的小
蒸包，花了 52 元。我开玩
笑地向外孙女抱怨：“瞧！
这次请你吃饭，我还赔上
了两块。”

外孙女听后安慰我
说：“没关系！姥爷，等我
长大后，我也投稿，有了
稿费我再请你们，不会让
您吃亏。”（山东德州 刘贵
荣 69岁）

老爷爷缺牙
是不是糖吃多了

前几天，我家的老岳
父过 83 岁生日，子女们带
着孙辈纷纷前来贺寿，近
40 口人欢聚一堂，一时间
好不热闹。

老岳父看到上小学一
年级的重孙子明明不停
地吃糖，就提醒他：“好孩
子记住了！吃糖多了对
牙齿不好，牙齿上会长小
虫子的，小虫子会把牙给
吃掉的。”

明明看了看老爷爷，
发现老爷爷的嘴里就剩下
了几颗牙，忙问：“老爷爷，
您嘴里的那么多牙都没
了，是不是吃糖吃多了，被
小虫子吃掉了？”

一大家子人被他逗得
哄堂大笑。（河南郑州 李
朝云 54岁）

浙江师范大学青年教师
常立的文章《为什么我不希望
我的孩子读曹文轩？》最近让
孩子们的课外必读书目引发
广泛探讨。中小学生按照课
外必读书目来阅读，有没有必
要？能读懂多少？

不少孩子抱怨课外必读
书目著作“读不下去”。江苏
省南京市鼓楼区某民办初中
读初二的丁同学坦言自己“读
得少”，“鲁迅、老舍等名著，老
师是要求我们读的，但风格和
我们喜欢的不一样。不少是
农村题材的，读起来没什么兴
趣，也不太能理解”。

在江苏省特级教师、南京
市第十三中学语文名师曹勇
军看来，鲁迅、老舍等名著现
在的孩子读不下去，这是客观
存在的现象。“毕竟他们的作
品年代久了，和现在的孩子有
距离感。”曹勇军表示，可以挑

孩子兴趣相对大一点的先读
起来。等读进去了，再逐渐渗
透比较“难啃”的。对于鲁迅、
老舍等孩子们觉得有距离感
的名著，可以多给孩子讲讲作
品所处的时代背景、作者轶
事，勾起孩子的兴趣。

一些家长认为让孩子按
照书目来阅读过于功利，应该
尊重孩子的阅读兴趣。对此，
曹勇军认为，功利阅读并不可
耻，“千万不要认为功利阅读
就玷污了读书的神圣，其实，
功利阅读和非功利阅读两者
间是能相互转化的。我建议
家长和老师可以从功利阅读
入手，让孩子尝到甜头，在阅读
后有进步、有收获感（比如写作
能力得到提高，语文成绩有提
升等等），让孩子对阅读产生兴
趣，再慢慢引导孩子非功利阅
读，最终达到非功利阅读的境
界”。（摘编自《金陵晚报》）

功利阅读不可耻
生活在德国的儿子一家

上半年回国探亲。老伴忙得
不亦乐乎，同时也派给了我一
个任务：教 11 岁的孙子亮亮
学些常用的普通话。

有一天上午，我拿出一本
儿童卡通丛书《大灰狼的故
事》，要亮亮一边看图一边跟
着我念。可他念着念着，竟然
小鸡啄米似的打起瞌睡来
了。我伸出手扭他的耳朵：

“瞌睡虫，快醒来。”他猛地抬
起小脑袋，睁大眼睛瞪我：“爷
爷，您怎么打我呢？前年我教
您德语，您不用心学，我都不
打您，您忘啦？”

他天真的话语，勾起了我
的回忆。2016年12月，我去
德国慕尼黑儿子家探亲，有一
天独自外出迷了路。儿子把
我接回家后，亮亮凑了上来：

“爷爷，我做您的老师教您学
德语呗，那样您独自上街就不

会迷路啦。”这之后，亮亮每天
一放学回家就辅导我学德
语。他把一些常用语写在纸
上，叫我跟着念。为能让我记
得住，他还让我用普通话把德
语的读音标注出来。有时，我
学得不耐烦，他倒十分耐心：

“学德语对你们老人是有一点
难，您先休息一会吧。”就这
样，我每天坚持学 5 到 10 个
德语单词，不久就能单独上超
市购物了。我每次从超市回
来，他都表扬我有进步，还会
奖励一块巧克力或糖果。

忆起亮亮教我学德语的
情景，又想到自己教他学汉语
时的粗暴，我心里不好受，便
向亮亮做了检讨。亮亮跟我
学汉语进步很快。儿子一家
返回德国，当我送他们上飞机
时，亮亮向我挥手，用普通话
喊出道别之语，特别响亮。（浙
江丽水 吴昭立 79岁）

我和孙子互为老师

7 月 9 日，安徽宿州市民
董先生带着一面锦旗，来到宿
州公交公司，表扬1路公交车
驾驶员宋杰帮他找回了孙子。

原来，7月8日下午，董先
生的老伴带孙子上街买玩具，
在玩具店一不留神，孙子就不
见了。“不到5岁的孩子，被坏
人带走了怎么办？”老太太急
得哭天喊地。事后，全家出动
寻找，在商店、超市、公交站台
都没有发现孩子的身影，于是
报警求助。幸好，孩子走失之
后上了宋杰的公交
车。宋杰询问后把
孩子送到了派出所。

提醒：今 年 暑

假，浙江省义乌市公安局已接
报孩子走失警情300多起。民
警提醒，每年暑假都是儿童走
失事件的高发期，家长应教孩
子记住家人身份信息、手机号
码等；带孩子外出到公共场所
游玩时，不要让孩子离开自己
的视线；不要让孩子在没有大
人看护的情况下单独外出。

低头发个朋友圈
抬头双胞胎没了

8月5日下午3点左右，北京一对8岁双胞胎姐妹在山东青岛
溺亡。孩子妈妈说，事发之前，两个孩子在玩，她坐在离孩子几米
远的地方看手机，“看一会儿手机，看一眼孩子”，等她再看了两眼
手机发了个朋友圈后，抬头看孩子，发现孩子不见了……

暑假以来，涉及孩子的水上事故、交通事故、儿童走失等意外
频发。警方提醒再提醒，带娃时千万不能让孩子离开自己的视线。

8 月 5 日出事的双胞胎
姐妹开学上三年级，这次跟
妈妈从北京到青岛旅游。当
日下午 3 点左右，姐妹俩在
青岛黄岛区万达公馆对面沙
滩走失。孩子妈妈说，事发
之前，两个孩子在玩，她坐在
离孩子几米远的地方看手
机，“看一会手机，看一眼孩
子”，后来还看见她们和其他
孩子一起挖沙子，等她发了
个朋友圈后，抬头看孩子，发
现孩子不见了……

接到报警后，黄岛区公
安部门组织警力紧急寻找这
两个孩子，朋友圈里也纷纷
转发接力寻人。6日，两个孩
子分别在海中被救起，遗憾
的是都已经没有生命体征。

提醒：资深海水救援专
家、青岛第一海水浴场救援队
队长宗志忠介绍，孩子在沙滩
玩耍或者下海戏水时，有很多
需要注意的事项。12岁以下
的孩子没有自主能力，对他们
口头强调安全是没用的，因此
必须在家长的主导下玩耍。
在下海戏水时，家长一定要陪
孩子一起下水，并且千万不要
进入深水区。如不能陪孩子
下水，必须让孩子保持在自己
的视野中。

妈妈刷下微信
孩子溺水了

日前，在江西省崇仁县
城中山路，由于奶奶看管不
利，一名3岁男童突然横穿
马路被车撞倒。

据 肇 事 司 机 黎 某 某
（女）介绍，当时她在中山路
正常行驶，当行驶到中山路
一蛋糕店附近路段时，撞倒
一名横穿马路的小孩和一
名妇女。随后，交警调取了
事发路段监控视频。监控
显示，当时，一名男童从店
铺出来，突然从人行横道小
跑横穿马路，一位妇女发现
不妙，紧随其后想一把拽
住，未果。就在这一刻，黎
某某正好驾车行经此地，把
他们撞倒。

经调查，画面中追着男
童跑的是他的奶奶周某。当
天下午，周某带着孙子逛街，
刚从商铺出来，孙子突然小
跑横穿马路，由于照看疏忽
大意，没有及时拽住他而发
生事故，所幸受伤不严重。

提醒：崇仁交警作出此
次事故的认定书，孩子和奶奶
负主要责任。交警提醒，带小
孩出行，一定要紧紧抓住小孩
手，千万不要疏忽大意，否则
酿成严重后果，悔之晚矣！（摘
编自《齐鲁晚报》《皖北晨刊》）

奶奶一不留神，孙子走丢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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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手没拽住
孙子被车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