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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孙

祖孙 事乐乐

年仅 6岁的孩子，在商场玩时吃
了店员给的一个面包，竟噎食窒息身
亡。这一悲剧近日发生在浙江杭州。
在我国，意外伤害是 0-14 岁儿童的
首位死亡原因，异物卡喉就是儿童意
外伤害的重要因素。复旦大学附属儿
科医院副主任医师，儿科学博士黄志
恒提醒，孩子异物卡喉，记住“剪刀、石
头、布”简单三步能救命。

黄志恒说，完全梗阻窒息的抢救，
黄金时间4分钟。如果错过了最佳抢
救时间，即使孩子救过来，人也废了，
因此家庭急救非常重要，最好的医生
是孩子身边的家长。

面对异物卡喉的患儿，年龄不同
急救方法也不同，对于1岁以下的儿
童实施拍背按压法，1岁以上，黄志恒
强烈推荐“海姆立克腹部冲击法”。
这是针对气管完全梗阻导致窒息的
一种急救。海姆立克法的原理：增加
腹腔的压力使膈肌上抬，增加胸腔的
压力，排出气道中的异物。家长们只
需记住“剪刀、石头、布”，简单三步，
剪刀：孩子肚脐上2指；石头：用手握
成拳头顶住 2 指位置；布：用另一只
手包住“石头”，快速向后上方冲击 5
次，直到孩子把异物咳出。（摘编自《河
南商报》）

遇异物卡喉用“剪刀石头布”救命

老将出马

一天，我和孙女下象
棋。几个回合的厮杀，孙
女被我杀得节节败退，正
当我就要用马后炮取胜的
时候，孙女忽然用她的将
杀了我的马和炮。

“你的将怎么能出城
杀我的马和炮呢？”我按住
她的手。

孙女狡辩说：“爷爷，
俗话说老将出马，一个顶
俩。”

看着孙女一副认真的
样子，我乐了。（山西闻喜
王喜林 55岁）

太阳没有老虎凶

夏天的重庆，是出了
名的火炉城市。立秋了，
还天天骄阳似火，酷暑难
耐。有天我感叹道：“哎，
这鬼天气好热呀，秋老虎
真厉害啊！”

孙女疑惑地问：“爷
爷，天气怎么是老虎呢？”

我说：“太阳这么毒，
热得人要死，可不就像老
虎吗？”

孙女不同意，反驳说：
“爷爷，太阳只是晒着热，没
有老虎凶，老虎是要吃人的
呀！”（重庆 陈世渝 62岁）

再洗就摔完了

吃过饭，老伴带着小
孙子在客厅玩，我收拾着
碗筷，不小心一只碗掉在
地 上“ 啪 ”的 一 声 摔 碎
了，惊得小孙子跑过来，
看 着 地 上 的 碎 碗 片 说 ：

“爷爷，你还说我不爱惜
我的玩具，你也不爱惜吃
饭的碗，我的玩具弄坏还
能修好，你摔碎的碗修不
好了吧。”

我笑着检讨：“是爷
爷不小心摔碎了碗，以后
注意。”

不想接下来洗碗过程
中，又一只碗滑落在地上
摔碎了，我正心虚着，小孙
子跑过来看了看，然后对
老伴大声说：“奶奶，你快
来，别让爷爷洗碗了，再洗
就把碗摔完了！”（新疆哈
密 汪小弟 62岁）

爱和坚守，会产生奇迹
吗？陕西西安56岁的王亚莉
用她和外孙的亲情故事，带给
我们一堂生动的人生课。

王亚莉的外孙杨砚希今
年10岁。在出生仅33天后，
杨砚希被诊断为先天性脑瘫
和双眼先天性白内障。一家
人都想到了放弃，医生也不抱
希望，唯一不甘心的，是作为
外婆的王亚莉。她抱着孩子
跑遍一家家医院，苦苦哀求，

“孩子还能喘气，救救他”。
受病情影响，杨砚希1岁

半时，父母离婚，从此抚养这
个残疾重病男孩的担子，都落
在了王亚莉和丈夫程师傅肩
上。杨砚希不能正常饮食，只
能靠喝奶粉维持生命，且免疫
力极低，稍微不注意就会持续
高烧，引发过敏性感染。王亚
莉说，为了避免感染，家里不
敢接待朋友，几乎是无菌环
境，整天都是泡在酒精、消毒

液的气味中”。王亚莉还带着
杨砚希治眼睛，并在脑病医院
进行康复治疗，仅治疗费就花
掉了200多万元。

杨砚希4岁时，一次听到
刘欢演唱的《好汉歌》后，也哼
着唱了起来。这一唱，提醒了
王亚莉。“能否培养孩子唱歌，
用歌声来唤醒他的大脑智力
发育？”她开始教杨砚希唱歌，
又省吃俭用给孩子报少儿声
乐班，进行专业学习。目前，杨
砚希已通过了声乐专业八级
考试，他用歌声成功战胜了脑
瘫。去年，杨砚希出现在全国
少儿才艺大会的舞台上，他演
唱了盲人歌手萧煌奇的代表
作《你是我的眼》，被人们赞誉
为“天籁男孩”。唱完第一段
后，这个濒临失明的男孩，向台
下的外婆喊话：“外婆，等我好
了，我要带你周游世界。”台下，
外婆王亚莉哭成了泪人。（摘编
自《三秦都市报》《百姓生活》）

把脑瘫外孙育成“天籁男孩”

■隔代最亲

“爷爷在哪儿？”每天清晨
听得桐桐这一声唤，60 岁的
我，心灵就打开了一条缝，感
觉到心智的幼芽在那一束生
命之光的照射下，摇曳着灵动
的光芒。

“爷爷，什么是灯火阑珊
处？”两岁的桐桐总爱问个为
什么。一知半解的我，自以为
是地回答：“是辉煌的灯火五
颜六色地闪烁着。”说完心虚，
翻书一查，十万八千里，赶紧
红着脸给他重新解释了一遍。

桐桐喜欢姑姑，去年姑姑
马上就要临产了，挺着个大肚
子非常累，他一见还照样往上
靠。有一次，他玩着玩着就忘
了，习惯性地用后脑勺去撞，
我一紧张用力一拉，他便连哭
带喊：“桐桐委屈！”有一天，我
的心情糟糕得一塌糊涂，天真
无邪的孩子照样来黏，我随手
一推，大概是力度超出了他的
预料，他吃惊地喊叫：“奶奶！

爷爷麻烦了！”眼泪随即就像
断了线的珠子一样直往下淌，
一下子把我的眼泪也勾了出
来，我们有什么理由要让一个
天真无邪的孩子来无辜承担
俗世的烦恼呢？

我们尽量不让桐桐吃油
炸食品，有一天奶奶吃麻花被
桐桐瞅见了，赶紧藏在背后。
他说，奶奶你不要把麻花藏在
背后，麻花应该放在嘴里。可
是当奶奶把麻花放在嘴里时，
他却把头一低，嘟囔着说：不是
说，好的东西要大家分享吗？

大人们常琢磨，什么是朋
友？有天早晨给桐桐穿衣服，
他突然说：“爷爷，小脚和袜子
是好朋友，小腿和裤子是好朋
友。”呵呵，这小家伙是在告诉
我，适合的才是朋友。

是时，桐桐两岁半，马上
就该上幼儿园了，他给爷爷的
补课暂告一段落。（陕西西安
刘江 60岁）

孙子天天给我“补课”

整容成开学礼带偏孩子审美
随着微整形接受度提高，

很多高中生、大学生在暑假整
容，不少家长甚至把整容作为
开学礼物送给孩子。当越来
越多的人把“颜值即正义”挂在
嘴边，我们该如何引导孩子正
确看待外形？

妈妈给5岁女儿整梨涡

高考一结束，浙江杭州的
小然（化名）就被妈妈拉着来到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医学美
容科，准备来个形象改造。小
然遗传了爸爸的单眼皮和肿
眼泡，她很接受自己的形象，可
妈妈说不行，“大学是你人生的
一个新起点，要有个漂亮的开
场”。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医
学美容科主任张菊芳教授坦
言，暑期尤其是六月份高考结
束后，科室就已忙碌起来，学生
群体显著增加，以刚毕业的高
中生居多。随着暑期接近半
程，学生群体稍有回落，但也几
乎占据了近一半的门诊量，手
术也已排到九月份。

无独有偶。湖北武汉的
一位妈妈，因为很喜欢黎姿甜

美的酒窝，竟把 5 岁的女儿带
到整容医院，让医生整一对人
造梨涡。这位妈妈表示：“现在
是看脸的时代，竞争太激烈了，
要想将来出人头地，漂亮还不
够，要漂亮得有特点。”

有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的
整容人数已经超过 800 万，
80%的整容人士在30岁以下，
学生群体居然占了将近一半，
高达400万，时间集中在寒暑
假。其中，年龄小于10岁的整
容者比比皆是。

单眼皮女生争相割双眼皮

有统计显示，10名女孩中
有6名会因为自己长得不好看
而不去做某些事，31%的青少
年因为害怕别人关注到自己
的外貌而不愿意在课堂上发
言。除了焦虑的父母领着孩
子整容，也有一些孩子痴迷追
求外貌的完美，主动要求整容。

“我们班一共 32 个人，单
眼皮的女生几乎全都割了双
眼皮，有几个男生也去割了，现
在班里单眼皮只剩下七八个
人。”四川成都高二学生小曾

说，今年暑假，她也终
于去割了双眼皮，“完
成了一个心愿”。

“在我们班，割双
眼 皮 是 一 种 流
行。”吉林建筑大
学城建学院大四
学生小含说，她
身边微整的同学
挺多的，班里十
几 个 女 生 有 一 半 做 过“ 微
调”。“家庭条件好的，投入几
万元，到韩国去整容；有的人
把生活费省下来，专门等假期
去做。”

引导孩子关注行为举止

“外貌不是决定性的，真
正让人幸福的，还是内心的修
养。一个人的格局、涵养、品格
等，是决定其是否生活幸福的
长久关键变量。”成都市第四人
民医院心理咨询师李云歌提
醒，如果孩子过度在意外貌，孩
子最需要调整的，有可能不是
不完美的容貌，而是一颗自卑
又浮躁的心。

李云歌建议，应教育孩子

把关注点从外表转移到行为
举止上，可以告诉孩子：“外表
好不好看不是最重要的，说话
有礼貌，做事讲分寸，更值得自
豪。”另外，还要引导孩子接受
自己的不完美。歌手王菲和
演员李亚鹏的女儿李嫣，天生
兔唇，却依然活得自信开朗。
在李嫣很小的时候，李亚鹏就
告诉女儿：“当别人用奇怪的眼
神看着你，你可以坦然地看回
去，然后微笑。”

蔡澜先生曾说：与其整
容，不如整心。玻尿酸会吸收，
眼角会下垂，人格、言行和品
质，才是决定孩子长久幸福的
关键因素。（摘编自《每日商报》

《广州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