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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天减压也算一种社交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8岁的
乐乐一放暑假就被送到奶奶
王桂芝家。62 岁的王桂芝就
调侃道：“从今天起，我就正式
上班了。”

第二天一大早，王桂芝就
骑上电动车带乐乐去培训学
校学英语。把乐乐送进教室，
王桂芝就在校区里等着，“家离
学校也不近，回去待不了多久
就得来接”。

到家长休息区坐下，王桂
芝发现，等待的家长中不少是
同龄人。大家天南地北地聊
着天，儿女、孙子、旅游、广场
舞、菜市场……话题特别多。

当天大家聊得最多的，还
是孙子暑期的学习安排。大
家本来是吐吐老了还得“上班”

一样照顾孙辈的苦水，但再往
深里聊，就觉着自己这点苦算
不上啥，没完没了上课外班的
小孙孙们才是苦，忙着奔波养
家的儿女们才是苦。咱老人
们，就是趁孙辈们上课的时候
聚在一起聊聊天、诉诉苦，很减
压，也算是一种社交吧。

马上要下课了，大家互加
微信，组建一个聊天群，约定有
空再聊。

孩子学乒乓球姥姥学瑜伽

在给外孙女琴琴报乒乓
球班前，60岁的林爱茹就要求
女儿，要找一个有配套瑜伽班
的场馆。“我不想把时间耗在等
待上。”林爱茹说，她最近正好
对瑜伽产生了兴趣，觉得琴琴
学乒乓球的时间是个练瑜伽
的好机会。

女儿很快就找到了中意
的场馆。上课第一天，把琴琴
送进乒乓球班，林爱茹就去了
瑜伽班。“原本我还担心没有老
年人练瑜伽，去了才发现，老年
人能占半壁江山。”林爱茹的心
态平和了不少。

休息时间，林爱茹没好意
思主动和其他老人聊天，可是，
到了接外孙女的时间，她和其
他两位同学不约而同走到了
乒乓球教室门口。大家相视
一笑，就成了熟人。聊了两句
才知道，两位同学的情况和她
一样，都是想在陪孙辈时给自
己找点感兴趣的事做。

这下，真的有伴了。一起
讨论刚学的动作，一起聊孙辈
的乒乓球学习进度……“这几
天我特别开心，不仅学到了瑜
伽，还找到两位志同道合的好
友。”林爱茹说。

和孙子一起去游泳

7 岁的浩浩刚放假，就被
送到了奶奶陈岚家。65 岁的
陈岚当过兵，练就了不错的游
泳技能。浩浩四五岁时，陈岚

偶尔会带他去游泳场玩水，那
时他就说要学会游泳，将来和
奶奶比试比试。

今年，浩浩可以报游泳课
了。工作繁忙的浩浩爸爸特
意选择了陈岚家附近的游泳
馆。听到这个消息，陈岚的第
一反应是，又要暑假带娃了，还
真有点头疼。

当天晚上，陈岚躺在床上
左思右想，觉得应该和浩浩一
起游泳，一来打发时间，二来激
励孩子好好学，三来还能锻炼
身体。第二天一大早，陈岚就
在浩浩报名的游泳馆给自己
买了一张游泳次卡。

每天，浩浩跟着教练在游
泳馆一侧训练，陈岚则在泳池
的另一侧游泳。

如今，看着浩浩蛙泳的动
作已经基本掌握，陈岚对浩浩
说：“奶奶知道你快学成了，随
时等着你来挑战。”

虽然喜欢游泳，但陈岚很
少一个人去：“如今看起来是我
陪孙子游泳，其实也是孙子带
着我游泳。既锻炼了身体，又
陪了孩子，一举两得。”

吃饭喊奶奶，喝水喊奶
奶，楼下玩的时候也喊奶奶
……暑假负责看管孙辈的爷
爷奶奶们是否正被小屁孩无
时无刻地呼叫着？近日，成都
宝妈张鹿（化名）因为被7岁儿
子“骚扰”得没法做自己的事，
和儿子签下一份《不要喊妈平
等条约》。暑假里被孩子过分
依赖的爷爷奶奶不妨借鉴。

张鹿是一位文字工作者，
平时大多数时间在家办公。
暑假里，儿子每隔一会儿就会
来找妈妈，去楼下找同伴玩耍
时也会频繁用电话手表联系
妈妈，让妈妈帮忙拿水、纸巾
等物品。这让张鹿非常头
疼。与儿子协商后，她根据自

家实际情况写了一份《不要喊
妈平等条约》。

这份《不要喊妈平等条
约》总共列明十条，涵盖了学
习和生活的多个方面：“不会
写的字请查字典，不要喊妈！”

“早起自觉洗漱后，打开衣柜
找衣服穿，不要喊妈！”“实在
解决不了的问题，等爸爸回家
后，喊爸！”

张鹿表示，“条约”设立后，
儿子喊妈妈的次数大幅度减
少，下楼去玩的时候没有再喊
妈妈，而且自己拿着水杯和防
蚊液下楼了；做作业遇到问题
时，也没有第一时间喊妈妈。

网友们感叹：同一个世
界，同一个娃。不少网友支持

这位妈妈的做法，认为这样既
锻炼了孩子又让妈妈有时间
从事自己的事。

广州市知己心理咨询儿
童成长与家通教育心理顾问
黄智敏认为，孩子有事事叫家
长的坏习惯，可能出于两种原
因：一是家长有求必应，只要
孩子提出需求，家长即便一边
念叨也会一边帮他完成，使孩
子形成了依赖心理；二是家长
要求太高，孩子害怕自己出错、
对自己不自信，担心会被家长
批评嫌弃，因此要寻求家长的
认可。黄智敏指出，家长该放
手时就放手，才能培养孩子独
立思考能力、独立解决问题的
意识。（摘编自《信息时报》）

近日一则题为《你的女儿
星途璀璨，我的女儿终身瘫
痪》的文章刷屏朋友圈，引发
了家长们的关注。文章聚焦
了新一代“谋女郎”刘浩存母
亲开办的舞蹈培训机构里，一
名女孩练习下腰动作时不慎
受伤，被鉴定为一级伤残的事
件。暑假是艺体培训的旺季，
艺体培训真的有这么危险吗？

“舞蹈属于女孩的标配之
一。”湖南株洲担任幼师十余
年的王老师介绍，班上半数以
上的女孩参加过或正在参加
舞蹈培训。6岁多的圈圈是王
老师班上的学生，她已经学习
了两年的舞蹈。圈圈妈表示，
不能劈叉、不能下腰，那还跳
什么舞呢？但同时，那些因为
练功导致严重受伤的案例也

让圈圈妈纠结不已。
株洲市中医伤

科医院脊柱科主任
杜志勇在脊柱科工
作 20 多年，收治过
一些因跳舞受伤的
案例。“绝大多数是
肌肉损伤，经过按
摩、针灸就恢复。还
有一例相对严重的是脊髓震
荡。”杜志勇介绍，脊髓震荡与
脑震荡相似，是一种轻微的脊
髓损伤。患者经过治疗，几天
就恢复了。

“练舞或练武，造成肌肉
损伤的比较常见，出现严重脊
髓损伤的我们目前还没有收
治过，这属于极小概率事件。”
湖南省直中医院脊柱外科主
任赵金亮介绍，孩子们在练习

下腰时，脊柱面临伸展、屈曲，
当到达临界值时，就有可能导
致脊髓损伤，所以下腰是有一
定危险性的动作，需要在专业
人士的指导和保护下练习。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练习者
摔倒，甚至出现腰痛、腿麻后，
老师或家长要意识到可能是
脊髓损伤，应让患者尽量平躺
在 硬 板 床 上 ，并 及 时 拨 打
120。（摘编自《株洲晚报》）

爷爷奶奶留
给孙子什么最宝

贵，我认为精神财富最宝贵。
从孙子2003年10月10

日出生那天起，我就写他的
成长日记，把全家人特别是
我们夫妻俩与他朝夕相处的
有意义的事情，以日记的形
式记录下来，每年写一本，到
2020年底共写了18本。

前不久，我将笔记整理
出952篇，根据孙子出生前、
新生儿、婴幼儿、少儿和青春
期等几个主要成长阶段，分
成八章，编印成书《亮节》上
下册，寓意做人要高风亮
节。目前上高三的孙子学习
任务很重，只看过日记的一
部分，当看了《生宝宝的选
择》和《宝宝的出生》的内容：
B超检查，宝宝在妈妈的子宫
里被脐带绕颈，医生说如果
不提前剖腹产极可能有生命
危险，妈妈无奈只好咬牙忍
痛在腹部挨了一刀，让医生

提前一周把宝宝从妈妈的肚
子里取了出来……他感慨地
说：“如果没看到爷爷写的日
记，我永远不晓得自己出生
时的情况……”

孙子在上幼儿园的三年
里，接送全由我负责，需要家
长参加的活动也基本都是我
去，所以日记写我们夫妻俩与
孙子之间的互动情况比较多，
有谈学习的，有讲故事的，有
做游戏的……在这些互动中，
我们始终有意教育孙子做一
个有高尚品德的人。

从幼儿园到中学，孙子
每学期的成绩报告单和各种
获奖证书的内容都记录在日
记里，就连参加校外书法、音
乐比赛的获奖情况也有详细
的记录，因此这本书也是孙
子的学习档案。

孙 子 的 成 长 日 记 ，我
还在继续写，准备编印第
二 本 书《厚 德》。（江 苏 扬
州 马承龙）

为孙子写成长日记

练下腰致终身瘫痪？小概率事件

“不喊奶奶条约”也可以有

暑假来了，老年人也陆陆续续加入带娃队伍。除
了要照顾孙辈的日常生活，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带
他们上课外班，大家把这项任务简称为“上班”。不少
爷爷奶奶在孙辈上课期间也没闲着，把“上班”时间过
得快乐又有意义。（摘编自《生活晨报》）

爷爷奶奶暑假“上班”苦中作乐

明天不出来

前几天，我带小孙子出
去逛街，当走到一家冷饮店
前，我说：“尧尧，用你的钱给
爷爷买支冰激凌吃吧。”

小孙子歪头说：“爷爷，
出来时你又没说吃冰激凌，
我没有带钱。”

我说：“那明天出来时，
你记得带钱给爷爷买支冰激
凌吃啊。”

小孙子摇着头说：“爷
爷，我明天不出来了！”（新疆
哈密 汪小弟 64岁）

我是客人

前两天和小孙女去她姑
奶奶家，外甥家的二宝和她
年龄差不多，两小家伙见面
后一起玩得不亦乐乎。

中午吃饭时，撕好的扒鸡
端上了桌，外甥家的二宝眼疾
手快，抓了一只鸡腿就啃。

小孙女看了生气地噘起
嘴：“奶奶说家里的好东西要
先让客人吃，我是客人。”

看着她生气的样子，我
们都哈哈大笑。（山东东平
崔本杰 57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