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送》中说，
所谓父母子女一场，只不过
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
生今世不断地目送他的背影
渐行渐远。如果注定是渐行
渐远，走得快的那位可否稍
稍放慢脚步，走得慢的那方
能否努力加快点？我们可能
无法逾越这个距离，但也可
以努力做到让这个距离尽量
小一点。放平心态，求同存
异，尊重彼此的界限，懂得照
顾对方感受，或许能让彼此
间关系更融洽。

编辑插嘴

06 2020.06.29 星期一 责编：曹虹（电话：13517485567）版式：文梓

家庭
投稿邮箱：jiating@laoren.com

6月27日是宋桂芳78
岁生日，儿孙们祝您幸福
健康，寿比南山！

6 月 29 日（农历五月
初九）是河南省宁陵县阳驿
乡的老党员、老军人吕扬先
95 岁生日，乡党委书记马
昌海、乡长黄政通祝您生日
快乐，健康长寿，福寿百年！

6月30日是郭继孔94
周岁生日，郭宸希祝您生日
快乐，身体健康，精神愉快！

7 月 1 日是湖南省长
沙市芙蓉区的夏翥76岁寿
诞，好兄弟定安、慰波谨祝
夏老生日快乐，无忧无虑、
无病无痛活到八十六！

7 月 3 日是韩吉顺 70
岁生日，孙子韩越，孙女韩
子墨、韩子玉，祝爷爷生日
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7 月 7 日是贵州省凯
里市的龙七奇 57 岁生日，
福建夏夷遥祝密友生日快
乐，身体健康，天天开心！

为晚辈祝福

6月28日是刘芝瑞9岁
生日，外公周建群、外婆刘兰
芳祝你学习进步，快乐成长！

7 月 1 号是鲁智博、鲁
智威双胞胎兄弟19岁生日，
爷爷携父亲鲁建兵、母亲严
建群，姑妈鲁云花、鲁云芳、
鲁君良等家人，祝你们生日
快乐，平安健康，开心快乐
每一天！

征集：生日祝福、结婚纪
念日祝福、为晚辈祝福均可免
费刊登，请至少提前10天发送
祝福短信息到18075167350。

生日祝福

卖房买车，父亲看不透儿子

胡华和老伴近几年在杭
州和唯一的儿子一起生活。胡
华的儿子今年35岁，大学毕业
后就来杭州工作，一直单身。

胡华觉得和儿子越来越
疏离，是在儿子工作之后。“他
刚工作那两年给我们打电话，
还会说说自己的生活。”渐渐
地，儿子的电话越来越少，有时
一个月也没有一次联系，有两
年，甚至春节都没回家。

胡华的老家在西部一个小
县城，高中毕业的他退休前就
职于事业单位，经常读书看报，
他一直觉得自己算能跟上社会
形势的。可远在老家的他却觉
得看不透在杭州工作的儿子。

工作 3 年后，胡华的儿子
贷款在杭州买了一套商品房，
胡华和老伴都很高兴，“我们想
着，有了房，他可以找女朋友
了”。但胡华万万没想到，一年
后，儿子告诉他，把房子卖了。

“他说那个房子价格涨了不少，
他卖掉后，拿赚的钱买了辆
车。”胡华听到后，狠狠数落了
儿子一顿，“我们想不明白啊，

怎么会买车比买房重要呢？有
了房子才能安稳下来啊，车子
可以先缓缓啊。”胡华理解不了
儿子的行为，儿子也觉得和他
解释不通，父子二人都气鼓鼓
地挂掉了电话。

来杭州看儿子，红着眼离开

“他工作四五年后一直单
身，我们有时会问、也会催他找女
朋友。”胡华说得心平气和，但儿子
基本都是沉默不语。胡华和老伴
决定去杭州，和儿子当面聊一聊。

那也是儿子工作五六年
后，两个人第一次来杭州。儿
子开车去车站接他们。“快1小
时车程，他一句话都没说。”那
是让胡华最受伤的一次，“我越
看他越陌生”。到达居住的地
方后，儿子扭头就走了。

第二天，老伴做了一桌
菜，让儿子回家吃晚饭。“虽然
我那时伤心又生气，真想立刻
回去，但做父母的怎能和孩子
怄气。我们商量着，和和气气
吃个饭，好好沟通一下。”晚饭
时，儿子回来了，但听到胡华开
口要聊聊，他什么也没说，摔门
而出。胡华冲出去，把儿子拉

回去，“我有些话说得很狠，可
能伤到了他的自尊。他没说话，
开始哭”。看着儿子抽泣不止，
胡华的气一点点消了。胡华对
老伴说：“我们明天就走。”在回
去的火车上，两人一路流泪。

3 年前，儿子突然给胡华
打电话，说要买房子，让父母来
杭州一起看看。“挺开心的，不
是开心他买房子，是他主动给
我打电话了。”这次来杭州，双方
关系缓和了很多，父子间依然没
什么话。儿子的一切，胡华尽量
不主动问，但有时看儿子心情
好了，他会旁敲侧击，“他的回
答不是嗯，就是啊。有时会来
一句：我的事你们别管”。

困惑：怎样才能跨越观念差

在杭州生活了 3 年后，胡
华的观念在慢慢改变。“比如原
来觉得为什么要买车，现在也
能理解，城市这么大，年轻人觉
得有车更方便。而且车子便
宜，他有能力买，房子买了他觉
得是负担吧。”“比如婚姻，年轻
人就觉得情投意合最重要，他
们不觉得年纪到了，就该成
家。”胡华也认识了很多来自各

地的“老漂”们，“我看有些老人
看得很开：他们都不愿管子女的
事”。但胡华并没有真正从内心
接受这些观念，对他来说，更多
的是找到了一种解释和宽慰。

如今，胡华和儿子的关系
依旧不咸不淡：儿子常在家吃
晚饭，也会聊几句家长里短。
老伴说得多，儿子偶尔有回应，
即使不回应，也在听。回头想
想这几年的父子关系，胡华依
然困惑，“我现在才知道很大原
因是观念差，但不知道做父母
的怎么做才能跨越？”

和儿子大吵一架后
老两口一路哭到家

“做子女的都说，和父母沟通难，其实，
作为一位父亲，我也很困惑：怎么做，儿子才
愿意和我们沟通？”67岁的胡华（化名）形容
儿子和他的相处，“一度像陌生人，可能连陌
生人都不如。陌生人之间还会客气一下，
他对我们是：冷淡。”（摘编自《钱江晚报》）

“老伴，《伴着鼾声入眠》
发表了！”我高兴地喊。“讨厌，
把我打鼾的毛病都公之于众
了。”老伴故作生气地打我一
拳。“当初可是你把的关，要不
文章也不会写得这样生动。”
我得意地笑道。

6 年前，我迈进了 50 岁
门槛。不知为什么，人一到这
个岁数，总爱回忆自己走过的
路。慢慢地，我想把经历写下
来，就开始了写作。“你写得挺
好的，朴实而不华丽，真实又
不做作。”老伴发现了我的秘
密，劝我将作品往报刊上投。

随后，我瞒着老伴，找了
一些报纸副刊邮箱，并精心挑
选了几篇自认为比较好的短
文，发了出去。我想等我的短
文变成铅字，再向老伴显摆显
摆。可半个月过去了，就是看
不到自己的作品见报。我想，

可能是版面少，编辑还没有安
排我的稿，我劝自己沉住气，再
等半个月。一个月过去了，我
投的稿件全军覆没。我向老伴
如实交代了自己的“成绩”。

老伴看着我投出的稿件，
边修改边说：“好文章是不断斟
酌、修改出来的。你如果把柳
枝‘吐绿’改成柳枝‘爆青’，把
父亲‘喊’一嗓子改成‘吼’一嗓
子，是不是更有力量感？”我佩
服得直点头。我把经过老伴修
改的文章投到另一家报社，没
想到第三天就刊登了。

从那以后，我每每写出新
作品，都让老伴当第一读者。
近几年，我在各级报刊发表短
文200余篇，篇篇都有老伴的
功劳。我把我和老伴的趣事写
成文字发表，不但如实记录了我
们的生活，更增进了我们的感
情。（山东临清 杨金坤 56岁）

老伴当第一读者
一档综艺节目，还原现实

中的婆媳场面；一场对话，开
启 两 代 人 的“ 真 心 话 大 冒
险”。湖南卫视的《婆婆和妈
妈》节目上线后，伊能静和秦
昊妈妈这对婆媳关系获得了
满屏羡慕。她们是如何把婆
媳关系变成“姐妹关系”的呢？

节目中，一起吃饭时，伊
能静看婆婆迟迟不动筷子，怕
饭菜不合婆婆胃口，立刻起身
为婆婆做下饭菜；在婆婆逛街
买衣服嫌贵又砍不下来价时，
伊能静示意秦昊瞒着妈妈“偷
偷地”买单。可见，在她们日
常相处时是主动为对方着想
的。婆婆和伊能静一起去健
身房，婆婆看着锻炼中的伊能
静瞬间化身为“小迷妹”，直夸
儿媳；看见儿媳换了件裙子立
马说“漂亮，好，显贵气”。伊
能静看见婆婆搽了口红时，也

是直呼婆婆挺漂亮的。伊能静
和婆婆一起跳舞、健身、吃美
食、逛超市，每一点都是把彼此
当作家人来相处。伊能静情商
高，会为人着想，婆婆热情开
朗，宽容大度。观众都被这么
宠儿媳的婆婆实力圈粉了。

节目总导演单丹霞表示，婆
媳关系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需
要处处精心，处处用心。所谓
分歧，只是不同时代和不同经
历的产物，不必分出高低对错。

生活中怎样处理婆媳关
系呢？首先，双方要调整好心
态，真心地把彼此当一家人，
相互尊重和理解，学会换位
思考。其次，儿子在婆媳关
系中发挥好调和作用。再
次，学会感恩和赞美对方也
是促进婆媳关系良好发展的
好方法。（摘编自《湖南工人
报》《茂名晚报》）

相互“讨好”，婆媳成姐妹

借机夺权

近期，家中晚辈教我
将银行卡绑定手机微信支
付。我到银行，让营业员把
现金全都转到卡上。一是
手机支付，方便；二是少接
触现金，卫生。回家后，我
把工资存折交给老伴。她
问：“钱呢？”我说：“不都转到
卡上了吗？”她大为不悦：“我
只管拿着存折摸不着钱，你
却随便花，这不是借机夺
权嘛。”我赶紧说：“下次还
是要现金，钱还是归你，我可
不敢夺权。”（文/高治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