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18年1月11日 星期四 编辑：张丽 邮箱：471901473@qq.com 版式：胡雪文16 婚恋家庭

■婚姻物语

知乎上有人提问： 幸福的家庭
是什么样的？ 最高赞回答是： 幸福
的家庭都不争对错。 很多人喜欢把
家庭矛盾归咎于“三观不合”。 可
是， 哪有那么多的三观相合？ 更多
的时候， 只是不分对错。

A
马东主持节目时曾提及他的母

亲， 他说， 76 岁的老母亲， 最喜欢
做的一件事就是关灯， 屋里灯亮着，
只要没人在 ， 她就第一时间关掉 。
马东一开始还告诉母亲， 一开一关
会影响灯的使用寿命， 一直亮着也
费不了多少电。 但在发现母亲每次
说 “好”， 紧接着又关上之后， 马东
再也不和母亲计较这样的小事。

马东说， 节约用电已成为母亲
的思维定势， 就算你告诉她不用随
时关灯的道理， 她也改变不了自己
过去积累下来的行为。 想想我们的
父母亲不也正和马东母亲一样： 你
可能一遍一遍地告诉他们， 隔夜的
剩菜不要再吃 ， 可他们应声之后 ，
接着把剩菜放入冰箱； 你可能一遍
一遍和她们强调， 不要再给孩子买
零食， 可她们答应之后， 转身会带
孙子去超市……但很多人没有像马
东那样， 做到不和父母争对错， 而
是冠以 “三观不合”， 嫌弃他们墨守
成规， 甚至为了自认为 “正确” 的
小事和父母争得面红耳赤， 伤害了
父母的同时， 更是让彼此有了隔阂。

《礼记 》 中说到 “孝子之养 ”，
首先是 “乐其心”， 就是让父母心情

快乐 。 只要父母开心 ，
一些无关紧要的事， 就
顺着他们好了， 包容和
理解父母， 不和父母争
对错， 就是最好的孝顺。

B
杨绛在 《我们仨 》

里 说 过 这 样 的 小 事 ：
“我和钟书在出国的轮船
上曾吵过一架， 原因只
为一个法文的读音。 我
说他的口音带乡音， 他
不服， 说了许多伤感情的话， 我也
尽力伤他。 然后我请同船一位能说
英语的法国人公断。 她说我对， 他
错。 我虽然赢了， 却觉得无趣， 很
不开心。”

夫妻相处总会有分歧， 一定要
争个对错 ， 殊不知 ， 赢得了结果 ，
却输了感情 ， 自己也落个不愉快 。
遗憾的是 ， 很多人不懂这个道理 ，
对一些小事上纲上线： 你想去学瑜
伽班， 他非说买个垫子回家练； 你
要去外面吃饭， 他非说外面都是地
沟油……这样的事情 ， 谁对谁错 ？
其实都没有错 ， 不过是看法不同 ，
小事而已。

生活中， 没有三观完全相同的
两个人。 家人之间， 总会有这样那
样的不同， 比三观更重要的是， 你
理解我， 我理解你， 遇到问题不剑
拔弩张， 不追究谁对谁错。

C
《好妈妈不吼不叫教育男孩》 中

有一细节让我影响深刻： 有一个女
孩， 在和妈妈散步的路上， 看见被
人丢弃长着绿毛的胡萝卜 ， 喊道 ：
“妈妈， 快看， 胡萝卜带绿帽子了。”
女孩的话， 引起了众人的注意， 妈
妈觉得特别不好意思， 凶巴巴地对
女孩说： “什么绿帽子， 下次不允
许这样说了！” 女孩一脸迷惑， 不知
道妈妈为啥突然变脸， 吓得也不敢
再说话。 把长毛的胡萝卜看成 “胡
萝卜带绿帽子”， 多么奇思妙想的创
意， 却遭妈妈一顿批。

其实， 孩子只是将自己熟知的
东西联系在一起， 并没有好坏对错
之分。 但大人总是以成人的思维去
评判孩子的说法是错误的， 不仅会
折断孩子发挥想象的翅膀， 更会阻
断孩子表达自己的欲望。 孩子的世
界充满想象力， 大人的认知不一定
适合孩子的童真 。 懂得退出家庭
“战场”， 绝不是逃兵， 而是智者。

紫色橘子 （广东）

前阵子回到家， 和母亲边烤火
边拉家常， 无意中就说到冬天和夏
天谁好的事 。 我说 ， 我喜欢夏天 ，
夏天不会洗衣发愁， 薄薄的几件衣
三两下就可搞定； 看到美味的冰淇
淋， 也不用担心胃适不适应， 想吃
就吃； 夏天还不用整天窝在家里烤
火……我列举出夏天的种种好处 ，
以求得母亲的认同。

当我情绪激昂地表达着我对夏
天的热爱时， 母亲的回答却是斩钉

截铁 ： “我喜欢冬天 。 ” 母亲说 ：
“只有到了冬天， 你们几姐妹才会给
我和你爸买衣服， 羊毛衫、 保暖衣、
棉皮鞋， 生怕我们冻着， 看着这些
礼物 ， 我就开心 。” 是啊 ， 一年到
头， 我们这些做子女的关心父母太
少， 也只有在冬天， 才想起， 父母
该加衣了， 该换鞋了， 虽然我们寄
给他们的东西可能不是她想吃的 ，
想穿的， 但我们表现出来的那份孝
心， 让父母很满足。

母亲指着她脚上的棉鞋给我看，
“这是你二姐买的， 真暖和，” 她扯扯
加绒的裤子， 说， “你看， 这是你买
的， 我挺喜欢呢， 这颜色， 挺适合
我 。 ” 她又拍了拍身上的羽绒服 ，
“这你大姐买的， 可暖和啦。” 母亲絮
絮叨叨地说着， 满心满眼都是骄傲和
欢喜。 我看着母亲气色红润， 精神焕
发， 我才知道， 母亲喜欢冬天的最终
原因， 是因为爱， 她希望我们给她更
多的关爱。 刘亚华 (湖南)

最近流行佛系， 佛系 90
后， 佛系恋爱， 佛系追星等
热词， 强势刷屏朋友圈。 所
谓佛系， 就是指有也行， 没
有也行， 对很多事情， 看淡
看开 。 佛系三句话 ： 都行 、
可以、 没关系。 而在佛系婚
姻里也有三句话 ， 即好的 、
随便、 听你的。

其实佛系婚姻分为两种，
低层次的佛系婚姻和高层次
的佛系婚姻， 前者是消极的，
后者则是积极的 。 Lisa 结婚
十年， 育有一子， 夫妻两个
都是上班族。 每天下班回家
以后都是 Lisa 在做家务， 老
公爱军十年以来都没做过家
务。 有一次 Lisa 生病了， 回
家后她请求爱军： “你做个
饭好不好， 我真的好饿！” 爱
军嘴上一直应着 ： “好的 ，
等一会， 等我打完这一局就
做饭 。” 一直等到晚上八点
多， Lisa 只好叫外卖 。 十年
如一日地做着同样的事情 ，
Lisa 对爱军从期待到失望 。
他们不会吵架， 也不再有夫
妻之爱 ， Lisa 预见了自己一
辈子将困在堆积如山的家务
活里， 她感到了犹如出家般
的绝望。 等到儿子上小学后，
Lisa 想为自己活一回 ， 于是
决定离婚。

其实很多人在决定离婚
前， 都会经历好几年没有回
应的低层次佛系婚姻， 从无
话不谈到无话可说， 从在意
紧张到随缘就好， 从疑神疑
鬼到回家就好。 低层次佛系
婚姻源于夫妻之间长期不体
谅， 感情慢慢变质， 心与心
之间的距离渐行渐远， 需要
一起修炼才能走出冷淡的相
处模式。

当激情远去， 生活只剩
下平淡， 如何维系这种佛系
婚姻呢？ 科威特著名女作家
穆尼尔·纳索夫说过， 夫妻生
活中最可贵的莫过于真诚 、
信任和体谅。 低层次的佛系
婚姻 ， 夫妻不能互相体谅 ，
过分在意了自己的主张， 互
不理解， 用冷暴力伤了彼此
的心灵。 而高层次的佛系婚
姻则是一种体谅， 一种理解。
懂得体谅， 懂得理解， 懂得
宽容， 日子就会温馨， 也会
安宁。

牛油果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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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家庭不争对错 高层次的佛系婚姻
离不开“体谅”

有效果
午休时， 大家都在办公室

聊天， 丽丽说起自己老公戒烟
太难了， 几次都没有效果。 孙
姐建议说可以用吃零食的方法
代替抽烟， 慢慢转移注意力。
说到这， 孙姐突然想起同事老
李也用过这个方法戒烟， 便扭
头问他有没有效果？

正在看书的老李抬起头，
肯定地说： “有效果， 我现在
一抽烟就必须吃点啥。”

张展 (天津)

会心一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