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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
长岭社区，居民们谈论最多的
话题就是：王映科老人的命真
好，有一位对他关怀备至的孙
媳妇。

94 岁的王映科原本由 3
个儿子轮流供养，但如今儿
子、儿媳也都年过七旬，自己
都需要人照顾。这时，孙媳妇
龙菊兰主动站出来，成为了老
人的专业护理员。

“孙媳妇嫁到我家已有
30年了。一日三餐，她都会准
时准点地送过来。”说起孙媳
妇，王映科伸出了大拇指。老
人说，孙媳妇知道自己牙齿不
好，饭菜都做得偏软，根据营
养和他的喜好来搭配。地板、
桌子、床铺，龙菊兰也会坚持
每天都清洁一次，保证房间没
有一点异味。平日里，社区里
面有什么文艺活动，龙菊兰就
扶着老人出去凑热闹。“这边
有人跳广场舞，那边有人打太
极……”老人眼睛看不到，龙

菊兰就把眼前的画面说给老
人听。

“我们是爷孙辈，她完全
没有义务照顾我的。”王映科
说，这辈子最满足的就是有这
么一个好孙媳妇。社区居民
也说，老人能高寿，与孙媳妇
的精心照料分不开。

为了尽心照顾好老人，龙
菊兰鲜少回娘家。娘家有喜
事，她回去道喜之后就匆匆往
回赶。2013 年，龙菊兰主动
拿出一万三千元积蓄，帮老人
办好了社保。每个月领到社
保补助费时，龙菊兰都会把钱
交给老人自己安排。2017年
11 月份，龙菊兰患病做了手
术，医生叮嘱需要休息一个月
才能活动。自己不能下床，她
就安排儿子去看望老人。

面对邻居的赞扬，52 岁
的龙菊兰笑呵呵地说：“这都
是应该的，再说了，照顾老人
其实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摘
编自《株洲晚报》）

好孙媳30年照料爷爷
小外孙多多快三周岁了，

还不想学说话，停顿在周岁时
的那几个单词或字：“爸爸”

“妈妈”“爷爷”“奶”“一”“二”
“五”“八”，其它的，心里什么
都明白，嘴上就是不说。

四姨奶奶说，多多太内
向，要带他出去玩玩呢。何尝
不是呢？公园、广场、书店、超
市、游乐场，每天都去走一走、
看一看，但他总是一点都不兴
奋，更没有乐不思蜀的激动。
再说，我们居住的沿街房，有
很多的邻居和友人。他也会
屁颠屁颠地拿着外公的香烟
到处给认识的爷爷“敬”烟，但
就是不说话，人家想要抱抱
他，他立马转身离去。

就快要上幼儿园了，口头
不会表达怎么办？无奈之下，
先让他去早教班模拟一下，希
望他在众多的小朋友之间能
够找到“说话”的乐趣。可每每
接送他，他与老师或奶奶只挥
手“再见”，无语。陆老师提示：

“多多，用嘴巴说话。”他却不好
意思地低下头，用手捂着小嘴。

我的弟弟说，贵人语迟。
我不想小外孙是什么“贵人”，
只希望他是一个平平常常的
小孩子，拥有平常小孩子的天
和地，平常小孩子的话和语，
平常小孩子的玩和耍。

这一天，我们终于等到
了。那天，带他上楼梯，照例
数“一、二、三”，他终于哼了个

“安”。蓄势好久了，终于开
“金”口，接着告诉他什么，他
会学说，虽然咬词还不很清
楚。开始学说话，愿意学说
话，就是很大的进步！这一
天，我记住了，是他三十九个
月又三天。

人与人是有差异的，唯有
差异才构成生活的多样性。
同一方水土滋润，同晒一个太
阳，勉强不得，包容为好，耐
心才是。小外孙语迟，我们
得到了期待中的愉悦。（江苏
高邮 陈忠友 63岁）

隔代最亲

▲

研究孙

▲

小外孙语迟

浙江省金华市陈女士的孙女今年
4岁，自从4个月断奶后，一直喝奶粉，
想到孩子已经这么大，平常的饮食也
跟大人一样，陈女士想给孙女把奶粉
给停了，又担心会影响孙女的发育。
那么，奶粉到底要喝到几岁呢？

“配方奶粉至少喝到3周岁，我建
议喝到 7 周岁，尤其是偏食的孩子。”
金华市人民医院儿科主任王有成认
为，根据孩子的生长发育规律，3~7岁
是智力发育的关键阶段，孩子这个时
候喜欢思考，喜欢独立做事，这是孩子
脑部发育的重要阶段。在这个阶段，
需要保证孩子的智力得到发展，为孩

子补充足够的营养。
此外，配方奶粉比普通牛奶含有

更多的营养物质。小朋友好奇心重，
爱动手，受感染机会也明显增加，更应
补充维生素A、B2、B6、C和铁、锌等微
量营养素，来保证宝贝有较好的免疫
力。这些能够促进脑力、视力、体力和
增强免疫力的营养素，在鲜牛奶中含量
并不多。而针对3~7岁儿童的配方奶
粉中，就特别添加了这些营养素。

王有成提醒，4~7 岁的孩子每天
喝500ml左右的配方奶比较合适，喝
得太多会影响孩子吃饭的胃口，反而
营养不均衡。（摘编自《金华晚报》）

奶粉喝到几岁有讲究

男孩“梓洋”女孩“梓晴”最多

2018 年在佛山办理出生
登记的人口中，男孩取名最多
的为“梓洋”，由2017年的第6
位上升至第1位，约1000个新
生男孩中就有1个“梓洋”；第2
名为“梓轩”，曾经 2 年的榜首
之选跌至榜眼；3-10 名为俊
宇、梓睿、梓豪、俊杰、宇轩、浩
然、浩宇、子睿。女孩取名最
多的为“梓晴”，已经连续 3 年
排行榜首，约 1000 个新生女
孩中有 2 个“梓晴”。2-10 名
为：雨桐、芷晴、梓淇、梓涵、梓
妍、梓琳、思妤、晓彤、思颖。

江苏苏州某公司也就起
名做了个万人调查，在500万
新生儿名字中，最受欢迎的字
为“轩、涵、梓”。男宝宝名字排
名前三的是子轩、浩然、嘉轩，
女宝宝排名前三的是梓涵、梓
萱、子萱。

纵观全国，来自微信小程
序“起名神器”的数据显示，
2018年的新生儿中，男宝宝最
热的名字为“浩然”，2-10名分
别为一诺、梓轩、沐兮、奕辰、俊

杰、沐阳、皓然、子墨、雨泽；女
宝宝最热的名字为“依诺”，
2-10名分别为沐兮、若溪、梓
萱、诗语、一诺、若兮、艺涵、泽
兮、梓涵。

几十年后或成为时代的标志

统计表明，在 2018 年新
生儿名字中，最受欢迎的三个
字依次为“沐、兮、梓”；2017年
新生儿名字中，最受欢迎的三
个字依次为“轩、涵、梓”。中国
首份姓名大数据报告《2016大
数据“看”中国父母最爱给宝
宝起什么名》显示，2016 男宝
宝、女宝宝热名榜前三分别
为：浩然、子轩、皓轩；梓萱、梓
涵、诗涵。

取 名 字 经 历 着 时 代 变

迁 。 现 在 流 行“ 梓 ”“ 浩 ”
“宇”，以前则流行“建国”“建
军”……有网友总结说：“这
个世界曾经是张大柱、陈建
民、刘国强的，后来是张伟、
李静、刘洋的，而现在，小朋
友的名字都特诗意、特偶像
剧、特总裁。”事实上，如今这
些热门的新生儿名字确实大
多取材于经典诗词或言情小
说和电视剧。

由数据可以看出，给孩子
取名的风潮正悄然发生着变
化，如诗如画、字义优美文雅
的名字正在成为主流。更有
网友预言：“梓轩”“浩然”“梓
萱”这些名字，将和“建国”“建
军”“红梅”一样，几十年后也会
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

取名忌没个性也忌太个性

如果不想宝宝与别人重
名，该如何避免呢？重庆市公
安局治安管理总队相关负责
人表示，如果想知道重名率，
可在给孩子取名前，到当地公
安局网站或派出所查询，不少
地方公安局都开放了这一服
务。比如重庆警方于2012年
9 月 12 日就推出了重名查询
便民服务，查询人可持本人的
居民身份证或医院相关证明
手续，到户籍所在地派出所申
请查询。

另外，除了一些孩子取名
太没个性导致大量姓名重复、
大量名字用字重复，还有一种
取名的问题则是太有个性，一
些孩子的取名完全是家长在
标新立异甚至哗众取宠。浙
江省台州学院梁教授表示，对
待孩子取名还是需要有“敬畏
感”，不能图一时的新鲜好玩
而将名字起得“异彩纷呈”，以
免给孩子在成长路上带来不
必要的困扰。（摘编自《南京日
报》、“佛山市公安局”官微）

这几个名字别再给孩子起了
梓洋近日，广东佛山

市公安局通过公众
微信号公布了 2018
年户籍人口姓名之
最。新生宝宝的名
字里有一些特别热
的字，如诗如画却特
别容易重名。

奶奶正在换牙期

3 岁多的小孙女遇事
爱思考，会举一反三。一
天，隔壁小姐姐佳惠的一颗
门牙掉了，还出了一点血。
我家小孙女特别担心，急急
地跑来告诉我：“爷爷，佳惠
姐姐的门牙掉了，那以后怎
么吃饭呢？”

我告诉她：“没关系，佳
惠姐姐正在换牙期，要不了
多久又会长出新牙来的。”

她半信半疑，直到看见
佳惠姐姐的牙又长出来了
才放心。没过多久，老伴的
一颗门牙也掉了，我准备陪
她去医院装颗假牙。没想
到在一旁的小孙女听到了
急忙阻止：“没关系的，奶奶
正在换牙期，要不了多久又
会长出新牙来的哟。”（湖南
永州 翟嗣好 66岁）

酒鬼爷爷

每天晚饭前喝上两盅
已是我的生活习惯了。一
次，我正在举杯小酌，4 岁
的孙女瑶瑶突然问我：“爷
爷，你喝的是什么酒啊？”

我爽快地回答：“爷爷
喝的是‘酒鬼酒’啊，你问这
个干什么？”

她听后“嘿嘿嘿”地笑
个不停，随即用手遮着嘴凑
近我耳边小声说：“爷爷，你
可是个酒鬼爷爷啊！”

我假装生气地说：“去
去去！臭丫头，你怎么把爷
爷说成酒鬼了？”

没想到她又“嘿嘿”一
笑说：“爷爷，你别生气呀！
你想想，‘酒鬼酒’是给酒鬼
喝的，你天天喝‘酒鬼酒’，
不就是酒鬼爷爷吗？”（山东
临沂 田家杰 73岁）

没太阳怎么晒

一天，老伴做了许多好
吃的端上桌来，孙女正欲动
筷，我一看，今天的饭菜这
么丰盛，便赶紧制止她说：

“宝宝，先别忙吃，让我拍个
照发到‘幸福一家’晒晒，显
摆一下奶奶的厨艺。”

孙女一愣，不解地问：
“爷爷，在下雨哩，没太阳怎
么晒呀？”一家人听了，哈哈
大笑。（重庆 陈世渝 61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