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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团聚，
报喜还是报忧
报喜不报忧是中国千百 受访者表示差不多。受访者
年来的传统文化，春节团聚时 和 父 母 之 间 最 常 在 工 作
表现得尤甚。无论出门在外 （59.0%）、财务状况（56.3%）和
的游子，还是留守故乡的父 健康状况（56.0%）等方面报喜
母，见面、通话总习惯诉说自 不报忧。
己的风光，隐瞒自己的艰辛，
转变 不想和妈妈活成俩孤岛
仿佛只有这样才能让家人放
心。刚刚过去的这个春节，您
广东湛江的阿原（化名）
报喜还是报忧了？
原本也习惯报喜不报忧。这
个春节，他开始和妈妈分享自
调查 两代人大多报喜不报忧
己的难处，
也听妈妈说心事。
一项对 2008 名受访者进
阿原 7 岁那年父母离异，
“ 我发誓
行的调查中，52.0%的受访者 妈妈独自把他带大。
坦言自己和父母之间经常报 一定要努力，不能再成为妈妈
喜不报忧，43.6%的受访者和 的负担。”阿原很努力读书，终
于考上重点大学，从此离家乡
父母之间偶尔这样。
北京 95 后韦珍（化名）本 越来越远。在外漂泊十几年，
科和硕士都是在国外读的，对 每次打电话回家，总是笑着说
家人一直是报喜不报忧。
“ 我 自己很好，妈妈也是安抚着
妈妈比较敏感，我担心如果跟 他：
“妈妈会照顾好自己，你别
她说了自己的烦恼，她会多 担心，
过好你的生活就好了。
”
促使阿原转变的是有次
想，
因为担心我而睡不着觉。
”
“我上大学时，我妈妈做 出差顺便回家，本想给妈妈一
甲状腺手术，直到出院后才让 个惊喜，打开家门，妈妈却不
我知道。”在河北工作的白芳 在家，还是邻居阿姨告诉他，
（化名）是个90后，
她觉得家里 妈妈做了一场大手术，正在住
“我痛心地发现，我和妈妈
人经常对自己隐瞒一些事情。 院。
调查显示，39.2%的受访 都不想让对方担心，结果却让
者表示自己对父母报喜不报 彼此活成了孤岛。”那一次，阿
忧的情况多一些，26.1%的受 原没有擦干眼泪换成笑脸再
访者表示父母对自己报喜不 去见妈妈。到了医院，他对妈
报忧的情况多一些，31.0%的 妈说：
“妈，我在外面也有过得

屋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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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的时候。你在家里，也有
需要我照顾的时候。以后我
们多沟通，
好吗？
”
提醒 情感上相互支持很重要
“父母和孩子之间报喜不
报忧，确实是一种常见的现
象，有的家庭这种情况比较突
出。”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教授陈祉妍分析，父母向孩子
隐瞒家里的一些困难，可能是
不希望给孩子压力，他们把孩
子想得比较脆弱，把隐瞒坏消
息当作一种爱和保护的方
式。父母的这种行为对孩子
可能会形成一种示范，导致孩
子也这么做。
“有的父母会觉得，告诉
孩子自己的难处没什么用，还
会引起孩子的不安。但真实
的情况是，孩子有时也要面对
困难、挫折。父母应该让孩子
了解一些事实，同时给予孩子
足够的支持和引导。”陈祉妍
不赞成父母和孩子之间一味
地报喜不报忧，
“ 即便不能真
正地代替对方解决问题，亲人
之间的相互帮助、情感上的相
互支持，对我们的情绪疏导、
心理健康和亲密关系的建设，
都是很重要的”。
（摘编自《湛
江晚报》
《中国青年报》
）

有一种幸福叫
“年年拍”

出门办事，
刚好路过一家彩印店，
便赶紧把前几天拍的全家福洗了出
来，
然后等办完事，
又特意拐了个大弯
给父母送了过去。母亲看我特意送全
家福过来，
不由地嗔怪，
说哪用得着这
么急，等以后有空了再拿过来也是可
以的。我笑：
“不想等以后，就想立即
送过来给你看。
”
母亲听着我的话便也
笑，然后目光便停留在全家福上再也
移不开。
第一次起了拍全家福的念头是
儿子还在襁褓的时候，偶然看新闻，
看到有一对父女一直坚持拍合照 30
年。看着他们走过的 30 年，给我心灵
产生的那种震撼简直无法形容，然后
便想到了自己，想到了父母家人，想
起一直以来我和父母的合照是少之
又少。便是从那年开始，有了经常给
父母拍照、记录他们的生活片段的想
法，再然后更生出了应该每年拍一张
全家福的念头。
念头产生，便立即付诸实施。平

日里大家都忙，我和哥哥回家看望父
母的时间也难以同步，即使有时候一
起回了家，
可大孩子们在外求学，
人数
总是凑不齐整，便定下了趁着元旦或
者春节拍全家福的规矩。一家人团
聚，三三两两拍照，你笑我拍，你拍我
笑，最后再请人给我们拍上一张全家
福。彼时，
不管生活是苦是甜，
我们都
挨着，
笑着，
像有句话感慨的那样，
“走
在无边岁月里，
风不时吹起我头发，
不
知不觉中，
花开花落几春秋，
漫漫人生
路，
有你，
有我”
，
我们一起走过岁月是
我们最大的幸福。
算起来，拍这样的全家福我们已
经坚持了六年，
好像时间还不久，
但好
在未来还很长，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会
一直坚持用全家福记录下我们一家
人走过的每一年岁月。有一种幸福
叫“年年拍”，有一种爱叫“给不够”。
我想好了，我要用我的真心坚守，给
家人留下更多温馨美好。
（江苏宜兴
朱超群 45 岁）

投稿邮箱：
jiating@laoren.com

生日祝福
2 月 20 日（农历正月初
九）是邓爱平 68 岁生日，老伴
成伏才携全家祝你生日快乐，
身体健康，
万事顺意！
2 月 24 日（农历正月十
三）是罗莹女士 72 岁生日，老
伴和儿子、
儿媳衷心地祝福你
生日快乐，身体健康，瑞牛鸿

运，
幸福一生！
2 月 24 日（农历正月十
三）是周美英 86 周岁生日，达
达、
豆豆祝姥姥生日快乐！身
体健康！寿比南山！
2 月 26 日是罗美妮 52 岁
生日，老伴陈少平、儿子陈鑫
星祝你生日快乐，
身体健康！

为晚辈祝福
2 月 24 日（农历正月十
三）是原腾腾 14 岁生日，爷爷
原思海、
奶奶乐小珍祝你生日
快乐，
身体健康，
学习进步。
2 月 25 日是陈思宇 10 岁
生日，老太爷陈家达、老太太
余华荣赋藏头诗一首，
率全家
人 祝 你 生 日 愉 快 ，幸 福 ，美
满！
“思源不忘养育恩，
宇宙博

大奥秘深。十全十美多才艺，
岁岁平安永康宁。生在福中
哺蜜乳，
日暮耕读更勤奋。美
好年华求上进，
满腹锦绣誉美
声。幸运小妞逢盛世，
福祉永
驻伴一生。
”
2 月 27 日是张子杰 24 岁
生日，母亲吴雪芬、女友张可
心祝你生日快乐，
工作顺利。

提醒：
免费刊登生日祝福，
请至少提前十天发短信至18075167350。

为儿女征婚
105 号 韦先生的女儿，
1995 年 10 月出生在新疆阿
勒泰，未婚，身高 1.60 米，体
重 52 公斤，本科学历，在北京
从事教育工作，月薪 2 万元左
右，父母均已退休，想找一个
年纪学历相当、人品好、有担
当、
有房有稳定工作的北京本
地人为伴。

提醒：
如果您想结识上述
征 婚 人 士 ，请 拨 本 报 热 线
0731-87961232咨询。如果您
想刊登征婚消息，
欢迎发短信至
18075167350。请务必告知征
婚者姓氏、
所在城市、
年龄、
身
高、
体重、
文化程度、
经济状况等
信息，
以及对对方的要求。老年
朋友还请注明退休单位性质、
丧
偶还是离异、
是否独居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