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抓紧时间
爸爸： “你为啥还不结

婚？”
女儿： “等我再好好挑

一挑。”
爸爸： “你年纪老大不

小了， 可要抓紧时间哟！”
女儿： “放心吧， 在人

生的大海里， 鱼多得很呢。”
爸爸： “傻孩子， 你要

知道， 钓饵放久了， 就没味
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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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心一笑

■婚姻物语

我原来一直认为， 公公婆婆长
期吵闹不休， 他们的婚姻是失败的。
公公性格内向， 不太爱说话， 做事
慢得像 “蜗牛”， 婆婆急性子， 嗓门
大， 还爱发号施令， 是典型的 “大
喇叭”， 所以， 两人总是指责对方，
争吵不断， 偶尔还会推搡， 甚至分
房睡。

看着两人似乎格格不入的样子，
我跟老公说， 这老两口， 说不定哪
天会分开啊 。 可老公却不急不躁 ，
安慰我： “没事， 爸妈这么多年都
是这样过来的， 放心好了， 不会有
事的。”

果然， 这十多年两人虽然争吵

不断， 回家也都是一人在前， 一人
在后， 但却从没有提过离婚二字 。
再吵， 婆婆还是给公公盛饭， 倒洗
脚水； 公公还是帮婆婆做饭、 洗衣。
在人前， 他们依旧是那种 “你不恩
我不爱” 的情状， 但我还是清楚地
感觉到， 他们之间是有爱情的， 而
且深藏在骨髓里。

今年年初， 公公得了脑梗， 小
姑子把他接到上海去治病， 听说公
公每日如坐针毡， 难受得要命， 老
念叨婆婆一人在家做不了事。 公公
不在， 婆婆连她最喜欢的肥皂剧也
懒得看， 早早地钻被窝睡觉了。

考虑到老两口身体都不太好 ，

老公和小姑子想把两人分开照料 ，
兄妹俩一致认为公公跟着小姑子要
好些。 婆婆闻言， 呵斥： “你们就
别操心了， 分开了， 我们谁也好不
了。 你们也照顾不了你爸， 还是由
我来”。 之后便还是公婆俩都住在小
姑子家里。

如今， 度过红宝石婚的公公和
婆婆， 还依然会拌嘴。 婆婆唠叨的
个性也没变， 心情不好时， 公公会
骂婆婆， 婆婆还会赌气一个人去睡。
而我已经习以为常。

“喇叭 ” 婆婆碰上 “蜗牛 ” 公
公， 这也是婚姻中的绝配呀！

刘希 (湖南)

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
上， 是当下最时髦的一句
口号。 在这个口号的引导
下 ， 家长都舍得花血本 ，
在孩子的身上投入了大量
的精力和财力。 然而， 父
母苦心孤诣地为孩子提供
各种各样的优良条件， 也
许能换来孩子的成功， 但
不一定能给孩子幸福。

知识对一个人的成长
固然重要， 但有一样东西
比这更重要 ， 那就是幸
福。 有人曾对世界上知名
的政治家和企业家做过一
个调查 ， 他们惊讶地发
现， 成就这些人伟大事业
的不是中小学的成绩， 而
是源于童年时的幸福。 事
实上， 从事教育和司法工
作的人不难发现 ， 许多
“问题 ” 孩子都有一个共
同的特点， 那就是没有一
个幸福的家庭， 要么父母
离异， 要么整天争吵， 要
么时常把孩子一个人丢在
家里。

当红作家毕淑敏曾写
过一篇发人深省的文章
《提醒幸福》， 但我觉得这
还不够， 家长更应该学会
创造幸福 。 在家庭生活
中， 父母要为孩子营造一
个温馨的环境， 不要当着
孩子的面吵架， 有什么矛
盾尽量私下里解决 。 其
次， 父母要勇于在孩子面
前 “秀恩爱 ”， 中国父母
通常都比较内敛， 不好意
思在孩子的面前表达爱
意。 而事实上， 爱是一种
美好的东西， 它会让孩子
从中受到熏陶， 从而建立
起正确的幸福观， 使孩子
将来也有一个幸福的家
庭。 另外， 父母要懂得尊
重孩子， 因为幸福都是建
立在平等和谐之上的。 如
果父母老是以命令或教训
的口吻与孩子对话， 孩子
是不会感到幸福的。 家庭
成员之间要相互友爱， 相
互帮助， 不互相指责， 不
互相推卸责任。 同时， 父
母不要过多地干预和限制
孩子的自由， 必要时给予
适当的引导即可， 让孩子
沿着自己的天性去发展。

周礼 （四川）

结婚可以说是人的第二次投胎，
没有人能做到在结婚前就把后半辈
子的事情全部预测到， 不如婚前和
你的另一半交换下以下这 12 个问题
的答案。 相信， 你们会重新审视你
们的爱情， 并做出长远而有利的规
划。 当你们进入真正婚姻， 面对这
些问题时， 就不会慌张了。

1、 定居哪里？ 如何买房？ 在
哪一座城市安家， 怎么买房？ 如果
异地恋， 是否愿意去对方的城市生
活？ 选择一个彼此都喜欢并愿意定
居的城市， 选择工作和朋友让你最
舒服的城市。 如果异地恋， 分析下
哪一座城市更适合你们的未来发展，
然后去那里打拼， 安家。

2、 可以为对方妥协到什么程
度？ 假如婚姻需要放弃一部分职业
理想， 你可以放弃到什么地步？ 彼
此在职业理想上是共生， 还是阻碍？
尊重对方的梦想吗？ 维系一个家庭
的基本安定需要的是稳定并持续的
收入， 理想有时候， 需要为家庭做
暂时让步。

3、 对方是否值得依赖？ 对方
是否值得依赖？ 家里谁掌管经济大
权， 安排家庭的支出？ 是否需要婚
前财产公证？

4、 婚前婚后财产怎么处理？
买房需要双方父母资助吗？ 当作嫁

妆还是以后还款？ 房产证如何署名？
如果父母资助， 是否愿意与出资多
的一方父母一起生活？ 如果父母干
涉婚后生活， 怎么办？

5、 什么时候要孩子？ 要几个？
什么时候要孩子？ 要几个？ 是

否需要父母来帮忙带孩子？ 如果育
儿观念与对方父母发生冲突， 怎么
办？

孩子的出生会对一个新婚家庭，
有很大的影响， 如果有一个人要全
职带孩子， 那么选择那个工资低的
人来妥协。 因为收入， 对有孩子的
家庭很重要。 如果选择让父母帮着
带， 沟通的第一原则是： 说话的语
气要温和， 否则， 整个家庭都很尴
尬。

6、 如果一方不能生育， 是否继
续婚姻？ 如果一方不能生育， 是否
还接受继续婚姻？ 如果孩子有先天
性疾病， 是否有信心一起面对各种
问题， 尤其是经济压力？ 如果你仍
然愿意接受对方， 那就够了。

7、 能做到足够的坦诚吗？ 是
否愿意坦诚自己的性生活史， 以及
生理 、 心理疾病 ， 家族遗传病史 ？
坦然面对一切， 包括疾病， 因为隐
瞒， 意味着无数个谎言， 自己会很
累。

8、 家庭工作怎么分工？ 家庭工

作怎么分工， 比如做饭打扫？ 买车
装修， 意见听谁的？

万事好商量， 千万别自作主张。
婚姻里， 最忌讳的是先斩后奏， 一
定要在做决定以前先了解对方的想
法。

9、 如何赡养双方的父母？ 如何
赡养双方的父母？ 一方父母出现重
大疾病或者生活不能自理时， 由谁
来照顾？

10、 你愿意为婚姻放弃什么？
永远不要在一场婚姻里失去自我 ，
有些事， 你要有你的坚持， 包容理
解妥协， 都是因为深爱， 但是这些
爱， 需要回应， 是彼此各退一步。

11、 对方家庭让你最心烦的事
是什么？ 原生家庭里一定有很多你
看不惯的问题， 跟对方说明白， 可
以避免并解决。 毕竟， 我们生活的
经历不一样， 但是结婚后， 两个原
生家庭的问题就会浮现出来， 这些
隐患， 一定在你看不见的地方， 蓄
谋一场大爆炸， 趁早解决。

12、 婚姻里你的底线是什么？
什么原因突破了你的底线， 你

会放弃一场婚姻？ 了解对方的底线，
不要去触碰。 每个人都有自己想守
护的东西 ， 可能你觉得无关紧要 ，
但是对于另一半来说， 可能很重要。

郑渝 （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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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喇叭”婆婆碰上“蜗牛”公公

交换这 12 个问题的答案
结婚前

常在孩子面前
“秀恩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