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谓婚姻？ 每个人都有自己
的理解。 有人说， 婚姻是爱的归
宿 ； 有人说 ， 婚姻是对爱的承
诺； 还有人说， 婚姻是互相陪伴
……这些说法都是从婚姻的属
性， 从不同角度对婚姻进行了诠
释。 我认为， 婚姻如粥， 体会到
婚姻的粥性， 才算是体会到了婚
姻的真正味道。

粥， 是人生活中最平淡的食
品。 一两白米， 一碗清水， 便可
熬成一碗香喷喷的粥， 无需额外
的佐料， 无需添加多余的油盐酱
醋。 婚姻也该如此， 婚姻的目的
应该是纯粹的 ， 就是因为爱对
方， 想与心爱的人斯守一辈子，
纯净得如一碗清水， 洁白得如一
抔大米。 这样的婚姻也许是最美
的， 可也是最平淡的。

粥， 熬制而成。 先用大火把
水烧开， 大米在开水里被热得上
下翻滚 ， 相互碰撞 ， 等到不见
“米骨”， 再用温火慢慢熬制， 待
熬出油性， 粥便成了。 一个 “熬”

字 ， 足 见 “粥 ”
的成之不易 。 而
经过熬制之后的
粥 ， 大米的香甜
充分释放了出来，
始得真味。

自 古 以 来 ，
人们对完美婚姻
生活的标准都是
用 “相敬 如 宾 ”
“举案齐眉” 来衡
量 。 但婚姻生活
往往与人的愿望
产生偏差与距离。

婚后生活少
不了与锅碗瓢盆为伍， 少不了为
柴米油盐费心。 再相爱的人， 也
会有意见相佐之时， 也会有闹小
情绪之处。 正如古话所说 “锅铲
哪有不碰锅”？ 这时， 应该想想，
这当是婚姻的粥性使然。 解决问
题的钥匙便是那个 “熬 ” 字 。
熬， 不是让你去忍受煎熬， 婚姻
到了忍无可忍的煎熬， 便无需再

忍。 而这里要说的熬， 其意是包
容， 就像锅里的大米一样， 即使
有 “翻滚”， 即使有 “碰撞”， 也
不离不弃。 相反， 在碰撞中， 充
分展示敬的情怀； 在曲折中， 充
分释放出爱的香甜。

婚姻如粥， 需要 “熬”， 熬
到足够的火候， 才会真正品尝到
爱的香甜。 何小军 （江西）

婚姻如粥，需要“熬”
前阵子， 女儿的班主任给他们布置

了一道孝心作业， 内容是： 请你给你的
母亲洗脚、 捶背或做饭。 看到作业题 ，
我欣喜地对女儿说： “我想让你给我洗
洗脚， 怎么样？” 没想到她却愁眉苦脸地
回答我： “妈， 能不能选择另一项？ 我
想给你捶背。” 问她为啥， 她说捶背简
单， 不像洗脚既要倒水， 又要拿毛巾 ，
还要擦脚， 麻烦。

一时间， 我就愣住了。 原来， 我想
要的， 并不是女儿真心想给的。 我不想
要的， 却是她想给我的。 我解释给她听：
“我现在背不酸， 腰不痛， 真不需要你帮
我捶背揉腰， 这几天我走路太辛苦了 ，
脚确实有点痛， 热水泡脚还真的挺需要
的。” 尽管我说得这么诚恳， 但女儿还是
依从她自己的意愿 ， 选择了给我捶背 。
我极不情愿地让她捶着， 心里却陡然想
到一个问题： 女儿现在做的孝心作业 ，
只要做了都是对的， 但是当父母老了 ，
孝心是道单选题， 选择错了， 就是错了。

我有一个朋友， 父母离婚后， 父亲
含辛茹苦地把他带大， 等他结婚后生了
孩子， 计划着让父亲帮他带孩子时， 他
的父亲却拒绝了， 并且不顾他的反对 ，
搬到外面， 和一个同样寡居的女人生活
在一起。 他虽然感激父亲的养育之恩 ，
却对父亲这种做法很是不解。 两个人经
常吵吵闹闹， 父子关系后来闹到决裂的
地步， 朋友逢人就说： “不是我不尽孝，
是父亲不给我机会， 他做的事太让我失
望了。” 我们都劝他说： “成全你父亲现
在的生活， 就是你尽孝了。” 他却说这不
是他想给父亲的。

想想生活里， 我们何尝不是这样像
朋友一样执迷不悟？ 父母想念故乡， 而
我们想方设法留他们在城里住， 父母想
做点小事挣点小钱， 我们找理由千不让
万不让， 父母想和我们说下话， 可他们
一开口， 我们就嫌他们哆嗦， 父母需要
的， 我们不想给， 父母不需要的， 我们
大把付出。

孝心， 其实就是给父母最需要的关
爱与帮助。 孝心是道选择题， 不是选择
你所想给的， 你想做的， 而是老人开心、
老人快乐、 老人满意就可以了。

刘希 (湖南)

给父母最想要的生活

■婚姻物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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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和的语气 不少父母在与
孩子交流时， 总是喜欢用冷冰冰
的、 居高临下的语气说话， 以为
这样就能在孩子的心目中树立起
威信。 其实， 这种语气常常不能
为孩子所接受， 没有人喜欢被别
人命令来 、 命令去 。 孩子也一
样， 粗暴、 严厉的语气， 只会加
重孩子的心理压力 ， 使孩子局
促， 紧张， 害怕， 抗拒。 而温和
的语气往往能营造出良好的氛
围， 消除孩子顾忌， 使孩子畅所
欲言， 从而收到意想不到的效
果。

尊重的语气 如果家长经常
用尊重的语气跟孩子说话， 不仅
能够获得孩子的尊重， 还能培养
孩子健康的人格。 当孩子的意见
与家长的意见相左时， 家长不妨

暂退一步， 尊重孩子的选择和决
定。

信任的语气 家长的信任 ，
往往是对孩子莫大的鼓舞。 信任
不仅可以激发孩子的积极性和创
造力， 还可以使孩子产生尊重
感、 亲密感、 荣誉感和责任感。
比如， 当孩子与同学发生矛盾
时， 你不要去分析谁对谁错， 也
不要轻易地指责孩子， 而是亲切
地说： “妈妈 （爸爸） 相信你能
处理好的。”

商量的语气 用商量的语气
跟孩子说话， 往往能取得事倍功
半的效果， 让孩子乐于接受你的
意见。 这不仅能让孩子感受到来
自父母的尊重 ， 体会到家庭民
主， 还能培养孩子分析问题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 比如， 当你要做

出某项决定时， 你不妨听听孩子
的想法， 用商量的语气说： “孩
子， 你看这样行不行？” 或者说：
“你觉得这件事情应该怎么处
理？” 做父母的切不可过于武断，
这样只会压制了孩子的成长。

欣赏的语气 从内心来讲，
每个人都渴望得到别人的赞美和
肯定， 对于孩子的教育也是如
此。 欣赏的语气不仅能让孩子获
得成就感， 表现得更加出色， 还
能让孩子建立起自信心， 激发出
创造力。 而负面的语气往往会挫
伤孩子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使孩
子变得胆小自卑 ， 或者冲动逆
反。 诸如 “你不行” “你干得太
糟糕了” 这样的话最好少说， 或
不说。

周礼 （四川）

五种语气助孩子成才
■亲子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