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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

奶奶节

母亲节前一天晚上，
小孙子神神秘秘地将一束
康乃馨交到老伴手上说：

“奶奶，明天是母亲节，我
用压岁钱买了一束花，您
先替我保管并保密，明天
我给我妈一个惊喜！”

老伴说：“可以。但是
奶奶也是母亲哪！你怎么
没给奶奶买束花啊？”

小孙子眨巴眨巴大眼
睛说：“可您又不是我的母
亲，又不是您的节日，我不
能给您买花啊！”

深思了一会儿，小孙子
若有所悟地说：“奶奶，那您
只好等奶奶节啦，到奶奶节
时我一定给您买一束比妈
妈这束还好看的鲜花。”（黑
龙江安达 李德军 60岁）

成老年人再去

自从参加了老年大学
硬笔书法班后，我就天天在
家里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

一次，我正写作业，4
岁的孙女忽然问：“爷爷，
你又在干什么呀？”

我回答：“爷爷在做老
年大学里老师布置的写字
作业啊！”

她说：“爷爷，我也要
跟着你一起去学写字！”

我说：“那怎么行呢！
爷爷上的是老年人大学，
小孩子是不能去的！”

她“哦”了一声后说：
“爷爷，那就等我长成老年
人后再跟你一起去吧！”
（山东临沂 田家杰 74岁）

爷爷的屁股跑气了

一天，我带孙女去公园
玩，路上遇见一个卖气球
的，我就给孙女买了一个。

来到公园，孙女拿着
气球去玩了，过了一会儿，
她忽然跑过来对我说：“爷
爷，我的气球跑气了。”

我一看，是扎气球口
的绳子松了，我说：“没事，
爷爷帮你再吹起来。”

正当我吹气球时，突然
放了一个屁，一旁的孙女哈
哈笑着说：“我的气球跑气
了，爷爷的屁股也跑气了。”
（山西运城 王喜林 55岁）

我退休时才 50 岁
出头，和老伴开了个临街

的小商店。有一次，一位外国留学生来
买洗头水，因为我不懂英语，交流时闹
出不少笑话。再加上不少商品的包装
说明也是英文，我决定学学英语，哪怕
是只学会一些常见的单词也行。

小外孙正在上小学，每次英语考
试都名列前茅，还专门报了英语辅导
班。我灵机一动，我何不让他教我学
英语呢？

小外孙听说可以当我的小老师，
高兴地答应了，还给我制定了一个简
单的“学习计划”。他先教我常用的单

词，如数字从 1 到 10 怎么读写，还有
日常生活中那些打招呼的简单语句，
像您好、再见、早上好、晚上好、谢谢您
等。小外孙每天放学回家后一个单词
一个单词地教我读写。我认真刻苦地
跟着他学。到现在，我除了学会了以
上常用的单词外，还能说上一些简单
的话，就连商店里的一些小商品名称，
我也能用英语说上来。再有外国留学
生来这里购买东西，我已能用英语和
他们进行简单的交流了。有一次，一
位外国的顾客听着我磕磕巴巴的英
语，还朝我竖起了大拇指，意思是：“你
真棒！”（山西绛县 牛润科 63岁）

小外孙教我学英语

当第一代 QQ 用户逐渐
将社交重心“迁移”至微信，现
在的QQ，似乎已经是“00后”
的天下了。作为互联网时代
的原住民，“00 后”们最爱用
的 QQ 表情是啥？他们最喜
爱的 QQ 功能又是啥？腾讯
QQ 近日发布《00 后在 QQ：
2019 年 00 后用户社交行为
数据报告》，从不同维度揭秘
这一届“00后”的社交生活。

根据报告，有一半的QQ
会员是 00 后，其中 71%是男
生，19%是女生。每天午休和
下课放学时段（16:00-18:00），
成为00后用户登录高峰期，放
学上Q成为一种日常。同时，
山城重庆登顶，成为 00 后用
户最活跃的城市。

报告显示，00 后最喜爱
的 QQ 功能前三名分别是好
友动态、QQ 看点和厘米秀。

对于 Q 友的生活，00 后们报
以最大程度的关注，在每天发
布的“说说”中，67%来自于
00后。他们也爱用“厘米秀”
创建自己的二次元形象。同
时，“QQ看点”成为他们了解
时下热门资讯的重要入口。

00后最常用的好友添加
方式，是通过Q群扩列。他们
喜欢在各种兴趣群寻找同好，
扩充好友列表。作为独生子
女一代，00 后在成长过程中
经历着现实社交的受限，“同
好+我扩列鸭”是他们对交流
陪伴的精神诉求。

此外，“00 后”讨论度最
高的明星前三分别是朱一龙、
易烊千玺和王源；讨论度最高
的动漫前三分别是魔道祖师、
火影忍者和名侦探柯南，显示
老牌动漫不倒，国漫受到关
注。（摘编自《北京商报》）

00后用QQ
最关注好友动态

一台由几根钢管和扣件
组合而成的框式助行器，被满
头白发的奶奶在后面推着，一
名青年男子在助行器里艰难地
走着，僵直的身体不时摇晃
……家住江苏镇江老山路一带
的居民，经常会看到这样一幕。

这位奶奶叫刘月红，73
岁；孙子左冠祥，27岁。2017
年7月，左冠祥在工作中从二
楼摔下，腰椎 12 节压迫性骨
折，医药费花了8万多元。几
个月后病情有点好转，小左想
出门锻炼，小左父亲开动脑
筋，找了点钢管，加上扣件，改
装了一台移动的助行器，每天
由刘月红推着孙子行走锻炼。

5 月 9 日上午 8 点多，小
左围着附近小区走了一圈，大
概2公里多，前后花了一个半
小时。在小左行走期间，奶奶
刘月红就一直推着沉重的助
行器向前。

一圈不到，小左就开始出
汗了，汗水浸透身上的睡衣
……奶奶赶紧喊停，从随身的
布包中掏出一块干毛巾，给孙
子擦背除汗。随后，小左从奶
奶的布包中掏出一瓶水，仰起
脖子大口喝了起来。随后，祖
孙俩又继续上路。

“每天出门 5 趟，上午两
趟、下午3趟，来回大约10公
里，半年时间锻炼下来，效果
还是有的，腿部也有劲了不
少。”小左稍稍欣慰地说，除了
下雨天自己在家中锻炼外，平
时奶奶都会跟着自己。

“我想站起来，为了家人
和自己，我必须坚强！”小左
说，奶奶心脏不好，每天为
了他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
罪，他心中都记着，“我希
望自己能早点好起来，找份工
作回报家人……”（摘编自《扬
子晚报》）

奶奶推孙子日行10公里

近日，“情商班”火爆家长圈，有辅导班声称：3岁就能让孩子成
为“社交万人迷”。不少家长逐渐意识到情商的重要性，对培训机
构打出的宣传心动不已，一年动辄几万元的学费也挡不住他们的
热情。那么，情商真能“补”出来吗？（摘编自《中国消费者报》）

婴幼儿情商培训没太大必要

情商很重要，
你们可要好
好学啊！

5月11日上午10点半左右，在江苏
南京中山东路的一家情商教育机构，20
多位家长坐在休息区等候孩子下课。其
间，还不断有家长带着孩子来上课。

一位爷爷带着 3 岁多的孙子来上
课。小孙子刚出电梯，就不愿意往教室
去，直说，“上课不好玩，害怕”。这位爷
爷说，孙子还没上幼儿园，爸爸妈妈希望
报个情商课先锻炼锻炼胆量。不过他也
坦言：“这哪儿是学习，就是来玩的。”在
与爷爷僵持了10多分钟后，小孙子在老
师的带领下开始了“人生第一课”。

3 岁就能上情商课？这里一位培
训老师介绍，课程面向的是3-12岁的
儿童，根据不同年龄段的能力，他们设
置了最适合的课程。而在另外一家情
商教育机构，课程设置则覆盖了9个月
到15岁的儿童。

另外，多家情商教育机构针对不同
年龄段推出了相应的收费套餐。比如，
0-3岁一年的情商课收费在万元出头，
3-6岁年龄段的则要近2万元。

一家培训机构向家长展示的宣传资
料显示，0-3 岁主要上的是亲子课程，以
体验式游戏为主，涉及情绪认知、建立安
全感等内容。

两年前，南京市民李女士就给8岁
的女儿报了个情商班。谈及最初报班
的动机，李女士坦言，觉得孩子性格稍
稍偏内向，希望情商课能帮助孩子更善
于表达自我。但两年下来，李女士发
现，女儿并没有明显的改变。在孩子培

训的过程中，李女士注意到，培训机构
师资存在不稳定性。她和一些家长发
现，孩子正式去上课时，才发现实际授
课和试听老师不是同一个，“ 实际授课
的老师根本达不到我们的期待”。

不过，也有家长表示，上了情商课
后，孩子变化挺大。上二年级的小雨
（化名）外婆就说：“以前孩子不太爱说
话，有些内向，现在活泼开朗了不少，还
交了不少朋友。”

儿童有必要上情商课吗？南京师范
大学儿童发展与家庭教育研究中心副主
任殷飞表示：“ 所有情商课包含的内容，
我们生活场景中都已经具备。”他解释
说，孩子有情绪、发脾气都是某个成长阶
段的表现，这些都需要在孩子成长发展
的过程中解决，不需要上特定的课程。

“ 最好的情商教育在家庭。”殷飞
表示，孩子处在正常的家庭里，家庭的氛
围和父母的情绪是正常的，那么孩子自

然而然就能学会体察别人情绪、管理和
表达自己的情绪。他表示，情商很重要，
但真正需要培训的孩子不多，只有部分
特殊的孩子，比如确实有情绪障碍的，才
需要专业医生指导。

对于部分家长担心孩子内向问题，
殷飞表示：“ 孩子性格有内向、有外向
之分，家长要接纳孩子的个性，引导孩子
按照个性特色正常发展，不能强行让孩
子从内向变成外向。”

9个月大就能上情商课?
家长有的说没用有的说不错1 2

3 最好的情商教育就在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