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性悄悄话

纵观身边的人， 没有哪个人是
不舍得为孩子花钱的。

我有一个邻居 ， 夫妻双双打
工， 经济状况不是很好。 可是看人
家的孩子， 从头到脚都是牌子货，
女人说 ： “不能给孩子富裕的生
活， 但也不能亏了孩子。”

单位同事有上初中的孩子， 为
了孩子能考上重点高中， 三年里，
光是家教的钱， 就花了六万。 同事
说： 这时候不能心疼钱， 考上好高
中才能上好大学， 有了好前程， 花
多少钱都值得。 我无语， 即使不心
疼钱， 也得心疼孩子吧！ 学校的功
课已经让孩子难以招架了。

同样 “不差钱” 的情况我家也
曾经出现过 ， 孩子考了一个好成
绩， 爷爷奶奶保准有 “红包” 拿出
来； 姑姑保准领着他去商场弄一身
新衣服； 老公的一双名牌运动鞋也
及时 “奉上”。

如果孩子没有一颗感恩的心，
我们即使做得再多， 他们也感知不
到我们的良苦用心； 如果孩子心思
敏感， 这些过于浓烈的爱， 会成为
他们的负担。 特别是经济状况较差
的家庭， 过多的金钱花费， 往往伴
随着更高的期望， 学业与期望的双
重重压， 让孩子情何以堪？

我们情感的投入， 才是孩子最

需要的。 与其大把的花钱， 不如多
和孩子交流， 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
知道他们的所需所求， 否则你即使
付出再多， 也不见得能有一个懂得
感恩、 知足常乐、 性格健全的孩子。

为孩子花钱 ， 是我们爱的体
现。 “不差钱” 可以体现在给孩子
补充营养上， 给他们吃好， 保证身
体健康精力充沛； 可以体现在寒暑
假里， 带他们走出家门， 见识自然
界的神奇 ； 可以体现在精神生活
里， 提高孩子的情商。 不要让孩子
觉得家里 “不差钱”， 不要让他们
太容易得到想要的一切。

夏学军 （辽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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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心一笑

■婚姻物语

女友准备结婚， 她和男友买
房＋装修＋买家具几乎掏空所有积
蓄， 并且因为审美和品位的不同，
没少吵架和冷战， 婚礼还没举行，
两人都疲惫不堪。 女友跟我说， 不
打算挑戒指了， 随便买一对婚礼上
做做样子好了， 反正现场没人能看
出真假， 婚后也未必会戴。

我建议： 不要敷衍自己， 去用
心挑一对， 选一对， 刻上你们的名
字和纪念日 ， 是专属你们的仪式
感。 也许有一天， 你在生活的鸡毛
蒜皮里浸泡， 在婚姻的琐碎里忽然
感到疲惫， 或者他让你顿时生出失
望感 ， 这时你看着手里的结婚戒
指， 它会提醒你， 当初你为什么会
选择嫁给这个男人； 它会提醒你，
你们当初那些轻盈浪漫的日子， 以
及你怎样被这个男人打动， 有过怎
样 “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 的美好
愿景。

婚姻中的仪式感到底多重要？
黄磊做客 《奇葩说》 时说： “如果
有一天， 我的女儿结婚没有婚礼，
那我肯定不同意。” 多数女孩想要
的婚礼， 其实就是仪式感。 那些携
手走过 20 年依然幸福的婚姻， 真
的没有过怨怼 、 琐碎和一地鸡毛
吗？ 不是的。 因为那些专属的仪式

感， 提醒他们感恩和
珍惜 ， 提 醒 他 们 用
爱、 智慧和耐心， 化
解掉漫长琐碎人生里
的纷繁和龃龉。

因 为 缺 乏 仪 式
感， 很多人不屑地撇
嘴： 婚姻哪有什么浪
漫 ， 做了父母之后 ，
都忘记了怎么做夫妻
了。 我认识的另一个
姑娘， 刚升级为妈妈
的前两年， 一心扑在育儿工作上，
眼里心里只有宝宝最大。 那一年的
结婚纪念日， 丈夫西装革履， 定了
高级餐厅， 她却没有化妆， 随便抓
一件衬衫准备出门。 丈夫眼里的光
芒顿时黯淡下去， 说， 请你好好打
扮一下可以吗？ 这是我们两个人的
纪念日啊。 她一开始很烦， 觉得没
必要麻烦 ， 但无奈在丈夫的要求
下， 她换了长裙， 涂了口红， 两人
开车去全城最好的旋转餐厅吃晚
餐， 期间她还收到一束精心定制的
玫瑰 。 那一刻望着窗外的熠熠星
光， 她忽然泪盈于睫。 原来婚姻里
的仪式感是将双方从家庭角色和日
常事务里抽离出来， 互相对视， 彼
此链接， 重新找回爱和依恋。

这样的仪式感真的很棒， 因为只有
父母彼此相爱， 真诚沟通的家庭，
才会养育出真正快乐的， 有爱的滋
养的孩子。 婚姻中的仪式感， 让我
们学会在为生活奔波、 为五斗米折
腰的现实人生里， 依然保留一个诗
意的 、 浪漫的远方 。 哪怕生活艰
辛， 我们在日夜劳作里忘记了抬头
看看月亮， 却依然不愿怠慢， 那些
特殊的时刻， 那个值得陪伴和纪念
的良辰和爱人。 在这份仪式感的映
照下， 那些平日里的辛苦、 委屈和
沉重， 得以被释放和安抚， 它提醒
我们生命中重要的人和时刻， 并从
中感受到爱、 希望和生生不息的力
量。

李娜

纯真童趣 王慧 摄 （北京）

爱真的能让人酣醉吗？ 科
学的回答是肯定。 爱情其实还
会改变你的思考方式和行为方
式。 美国 《健康》 杂志最新载
文， 刊出 “爱情对身体的 5 种
奇怪影响”。

爱情让人“上瘾” 研究发
现， 置身爱河会让人欣喜若狂。
美国爱因斯坦医学院科学家对
参试大学生进行大脑核磁共振
成像扫描检查结果发现， 爱情
激活的大脑神经系统区域与吸
食可卡因导致的大脑快感区域
相同。 因此， 恋爱中的男女会
产生离不开对方的 “上瘾感”。

爱情让人“变笨” 美国
《动机与情感》 杂志刊登一项相
关研究发现， 与普通人群相比，
置身爱河的人注意力更难集中，
对需要集中注意力的任务完成
情况也更差， 而且爱情越投入，
工作表现就越差。 爱情让脑子
更迷糊的具体机理目前尚不清
楚， 但是科学家表示， 注意力
与幻想之间的平衡既是成功爱
情的关键， 也是良好工作表现
的关键。

爱情让人“吝啬” 法罗大
学一项新研究发现， 在择偶过
程中， 好友变情敌的情况屡见
不鲜， 其中奥秘和多种与攻击
性和同情心有关的神经激素关
系极大。 当与心爱的人在一起
的时候， 这些激素就会将大脑
的温暖慈悲的同情转化为 “保
护性攻击”。 随时防范心爱之人
受到攻击、 遭遇压力事件或感
到伤心。

爱情易致“强迫症” 意大
利比萨大学研究人员完成的一
项涉及 20 名强迫症患者和 20
名热恋中的参试者的新发现 ，
浪漫爱情的 “生化效应” 与强
迫症几乎没有区别。 坠入爱河
者近 6 个月血液 5-羟色胺水平
与强迫症患者别无二致。

爱情真能“镇痛” 美国斯
坦福大学研究人员发现， 拥抱
亲密爱人有助于缓解疼痛。 感
觉强烈爱情的大脑区域与镇痛
药发挥作用的大脑区域相同 。
研究人员让参试者提供一张爱
人 （恋人） 照片和一张同样有
魅力的异性好友照片。 当研究
人员播放照片幻灯片的时候 ，
同时用热刺激器刺激参试者手
掌。 大脑扫描结果显示， 爱人
（恋人） 照片镇痛效果明显超过
异性好友照片。

徐澄 编译 (安徽)

爷爷打电话给孙
子的老师： “请不要
给孩子布置这么多作
业了！”

老师问： “为什
么？”

爷爷无奈地说：
“因为我做不完。”

方文杰 （湖北）

黄磊：“没有婚礼不嫁女儿”

婚姻中的仪式感到底多重要

作业做不完

对待孩子不能“不差钱”

爱情对身体
有 5种奇怪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