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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忘记发了

上小班的孙女囡囡，
从幼儿园回家，指着额头
上贴着的五角星，得意地
说：“爷爷，看我额头上是什
么？”爷爷高兴地回答：“囡
囡真乖，今天表现好，老师
奖励五角星了！”

过了一天，囡囡在学
校吃饭不乖，老师没有奖励
五角星。回家后，爷爷看了
看囡囡的额头问道：“囡囡，
今天怎么没有五角星了？”
囡囡灵机一动答：“爷爷，今
天老师忘记发了！”（浙江长
兴 费伟华 62岁）

没有那么便宜

一天，孙女做数学作
业，一道题把她难住了。
老伴启发她说：“假如你花
10元钱买了50包方便面，
一元钱能买几包呢？”孙女
摇了摇头。

老伴耐心地接着又说：
“如果一元钱能买5包方便
面，10元钱能买几包呢？”

孙女马上回答道：“没
有那么便宜的方便面。”（山
西运城 王喜林 54岁）

不想太阳晒屁股

放寒假的孙子爱睡懒
觉。那天，老伴看孙子没起
床，就叫道：“太阳都晒到屁
股了，还不快点起来！”孙子
听不了唠叨就起来了。

吃 了 早 饭 孙 子 对 我
说：“我想把我的床从靠西
墙挪到靠东墙。”

我问为什么，孙子说：
“这样早上太阳就晒不到
屁股了，我再睡懒觉奶奶
也不会叫了！”（广东东莞
周明春 56岁）

吃拉面还跑那么远

我和老伴带着上小学
四年级的小外孙出去吃
饭。我建议吃兰州拉面，
小外孙说：“姥爷，咱还是吃
郑州的拉面吧！”

我跟他说：“兰州拉面
很有名，更有特色哦。”

外孙还是犹豫：“吃个
拉面还要跑到兰州去，太
远了！”（河南郑州 李朝云
55岁）

快乐的寒假，一大群孩子
开始放飞，玩电脑、看电视、玩
游戏……这不，浙江杭州五年
级男生皓皓一个不注意就摸
着奶奶的手机钻进卫生间玩，
有天晚上偷偷在被窝里刷了
一夜手机。

寒假里不少孩子由祖辈
看管，孩子们贪玩电子产品，
爷爷奶奶们管起来有心无力，
怎么办？最近，湖北武汉有家
长出了个狠招，把家里所有电
子产品都没收，装进背包，孩
子妈妈叶女士走哪背哪，目的
只有一个：让娃远离！

叶女士说，寒假 12 岁的
儿子经常待在家里，为了防止
他在家沉迷电子游戏，叶女士
没收了游戏机、平板电脑、手
机、电子手表等全部电子产
品。这些东西放在家里孩子
肯定能找到，所以她就找了个
背包，装好，随身携带，“每天
背着二十多斤家当出门”。

“我这方法看着笨，但可
是经过实践总结的最佳办
法”，叶女士说，“以前，我还
试过只背路由器出门，可到
家发现熊孩子连单机游戏也
能玩半天。把可娱乐的设备
全扫光，作业的完成率是最
高的。”

为 什 么 不 直 接 设 置 密
码？叶女士说：“简直就是一
部和熊孩子斗智斗勇的累心
史。熊孩子太狡猾，过去设置
过密码，他不仅猜中了，还偷
偷加进了自己的指纹锁。”

叶女士在一家国企上班，
同事中像她这样出奇制胜的
家长很多。“有人背充电电源
出门，有人出门断网，就差背
电视了”，她说，“都是些督促
熊孩子们自觉的手段，比起工
作了一天下班回家还要陪孩
子鸡飞狗跳赶作业，宁可负重
出门。”（摘编自《武汉晚报》

《都市快报》）

一大群娃报复性地玩游戏

一天，外孙女回家，我见
她上衣袖口破了个洞，便让她
脱下来想帮她缝补好。

女儿说：“算了，反正已经
是旧衣服了，再买件新的就行
了。”我便教育女儿，现在虽然
生活条件好了，但也不能浪费
啊！女儿不再作声。我心想，
女儿他们这代人大手大脚惯
了，到外孙女这一代，想必会
更浪费，这样不行，我得教外
孙女学会节俭。

我找出针线，把外孙女叫
到跟前：“外婆现在教你做针
线，学会怎样穿针引线，怎样
缝补衣服，以后自己过日子，
才知道怎样节省。”外孙女出
于好奇，来到我跟前，我手把
手教她拿线穿针眼，她穿好
线，我在破开的袖口边，一边
向她做着缝补的示范，一边对
她说，左手抓紧衣服，右手拿
住针，一针一针缝补。我缝了

几针，便交给她缝。她认真缝
补起来，虽然样子笨手笨脚，
线脚也有点弯曲，但还是一
针一线缝得密而结实。我连
连夸奖：“真行，我的外孙女
学针线活比我小时候学得
快，头脑比我小时候聪明。
看看，我只教几下，就学得有
眉有眼。”外孙女被我一夸，
心里特别高兴，学缝补的劲头
更高了。

离开女儿家那天，我对外
孙女说：“自己备好针线，到时
衣服破了，自己缝补，不要好
好的衣服有一点点破就丢掉
了。”外孙女点点头。

后来和外孙女视频，她献
宝似的拿出一件白色衣服展
示给我看：“外婆，上次这件衣
服的肩上磨破一块，是我自己
补好的。”看着外孙女那懂事
的样子，我开心地笑了。（江西
宜春 谌跃琴 63岁）

教外孙女补衣服

这两个隔辈亲的故事让很多年
轻网友想到了自己的祖辈。

网友“Camille-HJH”：我的爷
爷，只要我提我想吃什么，过不了多
久，我一定会吃上，直到我说不想吃
了，才不会继续给我做……

网友“陈陈嫦嫦”：十多年前，初
中住老师家，手机停机了。奶奶打
不通我电话，叫爷爷来学校给我送
话费，说停机了一定是没钱了。爷
爷来回 2 个多小时，站在教室门口
等我下课，就为了给我送500块钱。

网友“木头桩子”：我的姥爷也
是超人，我要啥他给啥……

四川省南部县 22 岁的聂兵已
将这份感恩付诸行动。聂兵从小
跟着奶奶长大，如今他到贵州打工
也带着奶奶走。眼看春节要到了，
奶奶想早点回到 600 公里外的乡
下老家过年。聂兵便早早地买了

回家的票。因
为奶奶行动不
便，除了坐车
外，一路上聂
兵都环抱着奶
奶往家走。“我
就 这 样 抱 着
你，像不像你
的靠山？”聂兵
开着玩笑，两
人相拥前行的
画面温暖。

隔辈亲能亲成啥样？山东济南一位奶奶把1/3肝脏捐给了孙子，
重庆一位爷爷因为孙女过年想吃红薯，走20里山路去买储存红薯的
胶缸……年轻网友被感动的同时也提醒小伙伴们：“无论天南海北，无
论千山万水，回家与他们团圆吧！”（摘编自《济南时报》《重庆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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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你们说了不算。”山东
济南的张好磊万万没有想到，这
么硬气的话能从平时柔柔弱弱
的母亲杨富桂嘴里说出。46 岁
的杨富桂决定这次自己做主的
事，是她要为孙子俊俊捐肝。

俊俊2017年8月出生，一个
多月后被确诊为骨髓炎，并有先
天性胆道闭锁。医生表示，肝移
植是治愈俊俊的唯一途径。

去年9月，一家人的配型结
果显示，只有奶奶杨富桂血型与
俊俊一致。杨富桂要捐肝，遭到

了儿子和儿媳的强烈反对。“一
边是我妈，一边是我儿子，当时
我也非常为难。”张好磊说，“后
来我觉得妈妈只有一个，虽然很
不舍，但孩子还可以再有……”

在犹豫不决中，俊俊的病情
又拖了几个月。看着越来越痛
苦的孙子，杨富桂坐不住了，“为
了孩子，我可以一命换一命”。
春节前，杨富桂 1/3 的肝脏被成
功移植到孙儿体内。

恢复几年后，俊俊将像正常
孩子一样生活。

奶奶把1/3肝脏捐给孙子故事一

重庆妹子刘令也被自己的
爷爷奶奶感动着——因为她不
经意透露“过年想吃红薯”的心
愿，74 岁的爷爷徒步 20 多里山
路，扛回20多斤重的胶缸……

刘令在重庆主城区读书。
去年秋天，刘令给66岁的奶奶打
电话，随口说了句过年如果能吃
上奶奶亲手烤的红薯就好了。
今年1月，刘令接到叔叔的电话：

“你奶奶让我给你说，红薯保存
得好好的哟，过年肯定吃得到。”

原来，冬天红薯无法保存，
奶奶到处打听方法，后来听老乡
说用胶缸能储存很长时间。刘令
74岁的爷爷立刻请缨，步行10多
里山路，总算如愿买到一口20多
斤重的胶缸，然后扛着它又走了
10多里山路回家。“我无法想象
爷爷是如何扛着这么重的胶缸，
走了这么远的山路……”刘令说
到这里哽咽不已。她说，她既心
疼又感动，特别想马上飞回爷爷
奶奶身边，给他们一个拥抱。

爷爷走20里山路买胶缸

我是你的靠山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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