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会心一笑

一进屋， 发现妻
子给我买了很多新衣
服。 于是， 我高兴地
问道： “今天有喜事
吗？ 怎么买这么多衣
服？”

妻子瞅了我一眼，
说： “还不是因为那
三字。”

顿时， 我感动得
快要流泪了， 并说道：
“不过， 我还是更愿意
听你说出那三个字。”

“瞧你多笨！” 妻
子说： “大甩卖。”

方文杰 (湖北)

人进入中年以后自然成了
“中间人”， 上有老年父母， 下有
青年儿女。 这部分人被 “悬” 起
来以后可没闲着， 一方面在做好
本职工作的同时， 还要去赡养老
人， 帮孩子成家立业， 需要做的
事情很多。 然而， 当下最需要做
好三件事： 爱岗、 尽孝、 爱自己。

先是爱自己。 人到中年更讲
求实际， 只有好好爱自己， 才能
更好地去爱他人。 有的人英年早
逝， 刚刚步入中年就走了， 撇下
白发苍苍的爹娘， 还有刚刚成年
的儿女。 不能尽义务赡养老人了，
还让老人雪上加霜， 就像重病中
又挨了一刀子， 有老人根本就迈
不过这道坎儿。

怎么才能更好地爱自己？ 尽
量不做超负荷的工作， 定时检查
身体， 尽量让自己生活过得好一
些， 不吃剩菜剩饭及过期食品 ，
抽时间做做健身美容， 加强体育
锻炼， 找机会出去旅游见见世面。

其次是尽孝心。 尊老敬老是
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孝顺
老人天经地义， 也是我们应尽的
义务， 更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人到中年后我们的父母都已年迈，
古有 “七十不保年， 八十不保月”
一说。 别嫌弃他们麻烦， 因为他
们麻烦我们的时间确实不多了 。
中国的物质时代基本过去， 让他
们吃好喝好穿好已经成了最基本
的生活保障， 让他们每天过得快
乐才是最主要的。

再就是爱岗。 人到中年以后，
尽管工作激情已经退去， 可爱岗
敬业是我们最基本的职业道德 ，
不爱怎能做好？ 我们这个年龄可
能要面临 “站好最后一班岗”， 我
们要珍惜这个岗位， 感谢这个岗
位， 是这个岗位为我们提供了发
挥一生潜能的平台， 使我们的一
生过得有意义。

李付春 (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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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好友来家里玩， 她讲了
一件事 ， 让我们忍不住笑了起
来。 她说丈夫两个月前带回来两
只龟， 说看别人养着挺有趣的，
觉得他们家也应该养两只 。 养
龟， 就要经常换新鲜水， 他问我
会不会换水， 我想了想， 故意说
不会。 他就教我， 我故意装作怎
么也学不会。 “是你不喜欢龟的
味道 ， 不想亲近龟 ？ ” 妻子问 。
好友笑一笑， 说： “不是， 是我
不想让他又把这事甩给我， 他却
可以无忧无虑地不回家。” 妻子
向好友竖起大拇指： “高！”

这位好友曾经多次在我们面
前抱怨她丈夫， 说他越来越不顾
家： “好像这个家就是我一个人
的。” 家里总是见不到丈夫的身
影， 时间长了， 她就怀疑丈夫不
爱自己， 是不是在外面花心了，
心烦的时候就爱跟他吵。

每次吵架， 亲朋好友都会站
在她的立场上 ， 帮她说话 。 因
为， 她做妻子真的很称职———不

仅家里的大小事不让他操心， 就
连他的父母也照顾得很周到 。
“这么好的妻子 ， 你到哪里去
找？” 大家都爱这样质问他。

可是， 吵了一回又一回， 他
仍然没有改变 。 见争吵没有效
果， 她就开始反思自己： “他变
成这个样子， 我也有责任。 我的
责任就是太能干了， 大小事都做
得令他非常满意。 这样他在外面
根本不会想到家里有需要他用心
的地方， 自然也不会想着按时回
家。”

有了这个 “觉悟”， 她决定
改变自己。 “所以这一次， 我就
下决心做到不给龟换水， 哪怕他
出差几天， 水都闻着有点儿发臭
了 ， 也不换 。 有一次他出差 10
天， 我故意让他的妹妹来换， 还
当场打电话让他知道。 他在电话
里说我笨， 要是原来， 我会非常
生气， 也会非常不服气， 然后千
方百计去学， 但是现在， 我却认
为， 我不会， 他会就好了。”

“我还会在别的方面装笨 ，
我发现男人有时候挺喜欢笨女人
的， 因为， 这能显得他们不可缺
少 ， 很被需要 。 ” 好友笑着说 。
时间长了， 她丈夫开始按时回家
了， 在家里待的时间也长了， 夫
妻俩的交流也渐渐多了起来， 家
里也从此充满了欢声笑语。

陈大超 （上海）

别做万能的妻子 中年做好“三件事”

妹妹对孩子的教育很重视 ，
一心望女成凤 。 外甥女才 3 岁 ，
妹妹就给她报了好几个兴趣班 ，
一周 7 天都有课， 现在正筹划着
什么时候学钢琴。 对此， 全家都
持反对态度 ， 但妹妹我行我素 ，
还振振有辞： “我小时候没机会
学这些， 我不能让我的孩子像我
一样长大后没任何才艺。” “我觉
得学英语对将来很有用。” “我觉
得学舞蹈能培养女孩气质， 希望
她能漂亮美好。”

听， 满耳都是 “我觉得”！ 果
然没多久， 外甥女就吵闹着不要
学了 。 妹妹依然固执 ， 又举着
“学习不能半途而废” 的旗帜强拉
着孩子去参加各种培训班， 像个
陀螺一样每天轮轴转。 家里每天
上演哭闹大戏 ： 孩子哭叫吵闹 ，
妹妹焦头烂额。

把孩子当成替自己完成梦想

的替代品， 心理学中称之为 “代
偿心理”。 妹妹的做法， 看似一切
为了孩子， 实际上是将自己没有
完成的憾事 ， 寄托着孩子身上 ，
打着 “一切为了孩子” 的旗号来
满足自己心理上的补偿和满足感，
其结果是花了时间、 精力、 钱财，
但不见得有效。 这样的教育， 我
们只能说养育了孩子， 但却根本
没有发挥他们各自的天性。 在孩
子漫长的人生道路上， 父母应该
是辅导者和引导者， 而非掌控者
和操纵者。

印度诗人泰戈尔有句名言 ：
“让我的爱像阳光一样包围着你，
而又给你光辉灿烂的自由。” 理性
的家长， 应该把孩子视作独立的
个人， 尊重孩子个人的意愿， 给
孩子充分的自主选择权， 不要强
行塑造孩子。

罗慧莉 (上海)

孩子不是父母圆梦的“替代品”

自作多情

■女人花

■亲子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