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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

生日祝福

投稿邮箱：jiating@laoren.com

自本报推出“新亲家时代”
系列报道以来，不少读者来信
来电分享他们融洽亲家关系的
妙招。对于这些经验，专家如
何看待？对于新时代亲家关系
的处理，专家又有何建议？本
报记者进行了详细的梳理。

多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

福建厦门 74 岁的许洪光
和亲家相处的经验是，“多为对
方考虑些”。20 年前，许洪光
的长子谈婚论嫁，准亲家母来
了解情况。对此，许洪光态度
坦诚，对家庭状况不隐瞒不夸
张，一切如实相告。谈及聘礼，
他尊重亲家风俗习惯，尽力让
对方满意。儿子婚后，许洪光
对亲家一直热忱：亲家来了他
主动当“导游”和“摄影师”；亲
家家庭条件一般，他发现亲家
有什么需要，便会出钱购买让
儿子以晚辈的名义送去，“这样
亲家接受起来舒服些”。

专家建议：与亲家沟通的
时候应注意方式，要多站在对方
的角度考虑问题，建议通过定期
聚会、特定事件来促使双方关系
升温。若是双方因为文化层次、
修养等不同难以交好，也不要用
自己的情感去影响小夫妻的生
活。亲家之间相处把握好距离，
不让对方觉得忽视即可。（中南
大学心理学教授 郭平）

多对媳婿示好向亲家传达善意

河北滦南 72 岁的刘振广
从亲家那儿学来方法，使双方
关系更加融洽。刘振广有一子
一女，儿子成亲后和亲家一起
生活。刘振广发现亲家真是把
女婿当儿子看的，照顾得非常
周到，这让刘振广非常感动。
除了投桃报李，他还学以致用，
也把女婿当儿子。就这样，他
和两对亲家都相处得很好。

专家建议：亲家之间由于
环境不同、立场不同，加上较少
沟通，容易引发矛盾，但双方家
长都疼爱自己的孩子，建议从女
婿、儿媳方面入手，通过对女婿、
儿媳示好，让亲家感受自己的善
意，从而改变生疏状态。（吉林省
婚姻家庭研究会理事 梁青岭）

带孙理念不合，不妨退让一步

广东佛山68岁的陈强，因
带孙与亲家闹僵，最后选择放
手，使亲家关系恢复正常。8
年前女儿怀孕生产，恰好退休
的陈强，打算和老伴一起“含饴
弄孙”，却因与亲家争占带孙的
主导地位弄得双方频发争执，
女儿夹在中间左右为难。一次
同学聚会，他发现好几位同学
在带孙这件事上都是当“甩手
掌柜”，生活过得有滋有味。陈
强有所感悟，将带孙的主导地
位让给亲家，只在寒暑假同外
孙外出旅游，拉近关系的同时
也为亲家减负，“我们双方像是
分了工，关系也渐渐变好”。

专家建议：亲家双方，在带
孙这件事上要学会互相包容和
接纳。带孙本是帮儿女忙，切
不可喧宾夺主，按自己的想法
来过生活，若是与亲家带孙理
念不合，不妨退让一步。自己
的注意力和情感可以放在老伴
上，或者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
多一份老年生活经历，对于帮忙
教育孙辈更有帮助，也能使亲家
之间相处和谐。（安徽大学社会
工作教育中心 朱晓庆）

亲家相处，像葛优说的“虚着点好”
亲家相处时注意四点

1.以礼相待 礼尚往来、
礼貌相处是所有人际关系
和谐的前提。葛优被问及
夫妻和谐相处之道时说，

“两口子还是虚着点好”，这
“虚”，不是虚伪，而是要客
气一点。夫妻如此，亲家相
处更应该客气有加。

2.保持距离 亲家之间过
从甚密难免有矛盾，不如保
持一定距离，留有充分空间。

3.装聋作哑 小夫妻闹
矛盾，双方老人最好不参
与。千万不要替自己孩子
出头、讲理。如果孩子求助
你们调节，一定要尽量客
观，多帮自己孩子反思。不
论小两口如何争吵，亲家之
间都不要过招。

4.切莫抱怨 千万不要
对着孩子或孙辈抱怨亲家的
不是，要多看亲家的好处，体
谅他们的难处，不要只注意
他们做不到的事情。只要有
心，出力多少不要苛责。提
醒子女和孙辈多孝敬亲家。
（本报记者鲍杰）

8 月 13 日（农历七月
十三）是彭建设68岁生日，
老伴李红莲携儿女孙辈祝
你生日快乐，平安健康，乐
享晚年！

8月15日（农历七月十
五）是刘柯年72岁生日，儿
子刘浩明携家人祝您生日
快乐，天天开心，健康长寿！

为儿孙祝福

8 月 12 日（农历七月
十二）是张一坤3周岁的生
日，老爷爷张仲洪、老奶奶
牛静茹携你爷爷奶奶、爸
爸妈妈及其他亲友祝你伶
珑活泼更俊美，俐质天资
数一流。

征集：免费为读者刊登祝
福信息，请您至少提前10天发
送短信至18175138290。

丢了西瓜
捡芝麻

重庆的夏天，家里像
火炉一样，热浪滚滚，苦不
堪言。老伴为了节约电
费，自己家里的空调不开，
常常跑到商场去蹭凉。

这天，老伴乐颠颠蹭
凉回来，又大包小包地买
回了衣服、打折蔬菜、水
果、小食品。我说：“老婆
子吔，你为了节约电费去
蹭凉，结果天天买这么多
东西，真是丢了西瓜捡芝
麻，花出去的钱比省下来
的钱多得多哟！”（重庆 陈
世渝 62岁）

浅谈

我在书店看到有适合
中学生看的数理化杂志，
就买回一本给还在上中学
的侄子看。过了几天，我
问他看完有没有什么收
获，他说：“不怎么好，写得
比较粗浅，不够深入。”

我不相信：“这些文章
都是专家写的，怎么会粗
浅呢！是你没仔细看吧？”

侄子说：“你还不知道
吗，现在专家水分很大，你
看他们的文章标题写的都
是浅谈什么什么的，这样
的文章会深刻吗？”（广东东
莞 周明春 55岁）

前年深秋，与我们朝夕相处的公
公去世了，老伴很长时间都难以从伤
痛中走出来，一直情绪低落。担心长
此以往不利于身体健康，我耐心劝解
老伴，人终会离去，要面对现实，公公
走了，活着的还要好好过。我们生活
好了，公公在天有灵也会放心。过了
段时间，我发现他的情绪有了好转。

可是不久，老伴又出现心律不齐、
胸闷气短，服了近半年的药依然起色
不大。他精神萎靡，情绪焦虑。为了
让老伴尽快走出阴影，我将那些平日
里关心他且他信得过的亲朋好友建了
一个微信群，让他通过与朋友分享来

解除心中的烦恼。
除了发动别人帮忙，我还担当起

老伴的“情绪管理专家”。他之所以总
陷入糟糕情绪中，就是因为一直“宅”
在家里，生活太枯燥了。在我的建议
下，老伴开始尝试培养些兴趣爱好：做
志愿者、写字作画、下棋、垂钓……丰
富多彩的休闲活动，帮他释放了情绪，
增进了身心健康。此外，我还让他不
要去与别人攀比，保持乐观的心态。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老伴的情
绪越来越好。他现在经常说：“有啥事
跟老太婆一说，心里就会舒服多了。”
（江苏大丰 王惠玲 62岁）

当老伴的“情绪管理专家”

婆婆总觉得孙子“口粮”
不足，要求儿媳每天喝8碗汤
催乳，儿媳喝得满心抑郁。最
近，湖北武汉的新手妈妈小李
忍不住到医院向“母乳喂养”
的专业人士求助。

28 岁的小李 20 天多前
刚当上妈妈，儿子小宝一直母
乳喂养。小宝白天隔一会儿
就要吃奶，夜里也要折腾好几
次，小李虽然感觉很辛苦，但
一直咬牙坚持，“毕竟母乳喂
养好处多”。小李的婆婆却认
为，宝宝总是要吃奶，说明母
乳量不够，需要妈妈赶紧喝汤
发奶。从上周起，婆婆变着花
样做鸡汤、鲫鱼汤、猪蹄汤，要
求小李每天至少喝 8 碗汤。
小李喝了几天后，看到汤就感
觉想吐，婆婆却要求她“吐也
得坚持喝汤”。

“一方面，感觉自己成了

产奶的工具，心情很糟糕；另
一方面，想为了小宝坚持喝
汤，又实在喝不下去。”小李无
奈到武汉市妇幼保健院请教
专家：有没有其他办法发奶?

国际认证泌乳顾问邱嵘
了解得知，小李的孩子出生时
6.2斤，经历新生儿生理性体
重下降后，目前已经长到6.6
斤，体重增长很正常。她建议
无需额外进补，只要坚持给小
宝按需哺乳就行。

邱嵘介绍，不少新妈妈都
遭遇过小李这样的困惑，被家
中长辈要求进补，或是吃某些
不愿意吃的食物，结果新妈妈
倍感压力，反而可能影响原本
正常的乳汁分泌。事实上，只
要宝宝生长发育正常、不哭不
吵，就说明“口粮”充足，新妈妈
继续保持营养均衡的正常饮食
就行。（摘编自《武汉晚报》）

每天8碗催乳汤
喝得儿媳想吐

重庆市辖区两级法院最
近对审理的众多赡养纠纷案件
进行分析总结，发现有些老人
固守“养儿防老”思想，放弃要
求女儿养老的权利，导致儿子
不堪重负放弃养老，最后双方
诉至法院要求解决。家住重庆
市奉节县的老张就是一例。

老张年近七旬，膝下有
两女一儿，皆已成家立业。去
年 1 月初，老张查出心脏病、
肺部感染等，住了一次院。老
张认为嫁出去的女儿对自己
的养老没有义务，住院治病的
医疗费都让儿子小张一力承
担了。然而老张出院后，后续
治疗每月仍需花费两三千元，
小张不堪重负，试图说服父亲
提出让两个姐妹分担一部分，
但固守“养儿防老”旧思想的
老张不同意。为此，父子二人
因赡养费问题发生纠纷。随

后，老张以儿子没有履行赡养
义务为由将儿子告上了法庭，
要求儿子每月支付其赡养费
（生活费、医疗费）6000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子女
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
老张共有三个子女，三人都是
履行赡养义务人，老张在庭审
中表示不要求另外两个女儿
对其履行赡养义务，系老人对
自己权利的放弃。被告应当
承担三分之一比例的赡养责
任。对于赡养费数额，酌情确
定赡养费为3000元，被告小
张承担三分之一的比例，即每
月1000元。

承办此案的法官也提醒
老张，“只要儿子养老”思想与
法律相违背，需要转化思想

“一碗水端平”，才能拥有幸福
的晚年生活。（摘编自《三峡都
市报》）

家有三个子女
却只要儿子养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