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结婚前， 老公的记忆力好得惊人，
我们约会的时间、 地点， 甚至说的话，
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谁知， 这位 “神
童” 的记忆力在我们结婚后竟然急转
直下， 呈现出 “廉颇老矣” 的状态，
不仅很多事都记不住了， 还总是很强
硬地说 “根本没有的事”。

那次， 我们又商量着放假去谁家
过节。 我想起结婚第一年我们曾为到
谁家过年吵过一次架， 那次吵架， 是
“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 老公执意要
回他家过年， 我丝毫不肯让步， 两个
人从僵持阶段， 矛盾不断升级， 最后
我一气之下砸坏了家里的茶几， 老公
瞬间暴怒， 吼道： “大不了离婚， 砸
东西干嘛！” 他竟然说出离婚， 我不依
不饶了， 逼着他立即去离。 当然， 最
后的结果是， 老公妥协， 向我赔礼道
歉， 并且答应由我做主回哪家过年。
在和老妈商量后， 老妈让我跟他回老
家。 就这样， 一场风波总算平息了。

“往事不堪回首啊！” 我拍着老公
的肩膀说： “还记得咱们第一年回老
家过年， 大吵一架的事吗？” 老公抬头
看了我一眼， 一脸茫然地说： “有吗？
根本没有的事！ 我好像记得， 过年你
回我家， 给我妈买了一件大红的羽绒
服， 她开始说穿不出去， 后来穿上了，
大家都说好看。 还有呢， 你给姐姐家
的小妞买了个新书包， 我妈还夸你懂
事呢。” 我说： “你真不记得吵架的事
了？” “不记得！” “那买东西的事怎
么记得这么清楚？ 对了， 你得了 ‘健
忘症’ 了， 这是 ‘健忘症’ 的症状，
有些事完全忘了， 有些事却记得很清
楚。”

后来， 每当有老公想不起来的事，
他就说： “我得了健忘症了。” 再后
来， 我发现， 老公的 “健忘症” 越来
越明显， 而且有个特点， 就是不愉快
的事全都忘了， 只记得愉快的事。 我
对老公说： “你的 ‘健忘症’ 是不是
装的？ 怎么光记住好事， 把坏事都忘
了？” 老公笑笑说： “不是装的， 我这
人呢， 就喜欢回忆美好的往事， 好事
经常想起来。 不愉快的事不去想， 慢
慢就淡忘了。 所以呢， 我只记得你的
好！”

马亚伟 （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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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经常说， 陪伴是最长情
的告白。 对父母来说， 没有什么
比儿女的陪伴更重要了 ， 甚至
“常回家看看” 都被立法了。 同
样是陪伴父母， 不同的人有不同
的境界。

很多人陪伴父母， 都停留在
第一阶段。 我们经常见到这样的
场景： 儿女们带着孩子爱人回家
陪父母， 父母非常高兴， 张罗了
一桌好饭 。 大家围坐在一起吃
饭， 可是再看儿女们， 每人拿个
手机不停地看。 父母问话， 儿女
“嗯” “啊” 地敷衍， 头也不抬。
父亲和母亲对望一眼 ， 长叹一
声， 无可奈何。 这种陪伴， 只是
形式上的陪伴。

陪伴的第二种境界， 是用心
跟父母沟通 ， 带给他们心灵愉
悦。 我们回到父母身边， 就要放
下一切牵绊， 全身心陪伴他们。
没那么多非谈不可的生意， 没那
么多非做不可的事情， 手机上更
没有那么多非看不可的东西， 把
一切放在脑后 ， 把手机放在一
边， 就像小时候一样， 全身心守
着父母。 陪父母聊聊天， 谈谈我
们小时候的趣事； 听父母唠叨一
番， 帮他们解解心结。 这样陪伴
父母， 是高质量的陪伴。

第一种容易做到， 第二种用
点心也能做到。 其实， 陪伴父母
还有更高的境界。

同事李姐对父母的孝心， 很
让我们佩服， 同时又有些汗颜。
李姐说， 陪伴父母就是要让父母
感觉你时刻都在身边， 平日里经
常 “零距离互动”， 有事的时候
即使离得再远也能随叫随到。 我
以为， 这可以算是陪伴父母的第
三种境界了。 无论你人在不在父
母身边， 都要用心陪伴父母。

李姐这些年里一直坚持 “常
回家看看 ”。 她对父母的陪伴 ，

做到了用心用情 ， 无论工作多
忙， 她都会抽时间回家。 回到父
母身边， 为他们做顿家常饭， 陪
他们聊聊天。 父母的喜怒哀乐，
她都会耐心倾听， 并且帮他们调
整情绪。 这些事， 在她看来， 都
是最自然不过的， 父母也习以为
常了。

更重要的是， 李姐保持每天
跟父母通电话的习惯。 我们做儿
女的 ， 有时候工作忙 ， 身不由
己， 没有几个人能做到每时每刻
都陪在父母身边。 不在父母身边
的时候， 也要让他们感受到你无
时不在， 无处不在。 李姐每天晚
上都要与父母打电话 ， 聊些家
常， 就像面对面一样。 手机视频
出现后， 李姐立马给父母买了一
部新手机 ， 每天与他们视频通
话。 每次老两口都非常开心， 抢

着跟女儿说话。 “零距离互动”，
让父母觉得女儿就在身边陪伴。
这件事虽然不大， 但坚持成习惯
也不容易。

有事的时候随叫随到， 也是
对父母最好的陪伴。 有一次， 母
亲生病了， 父亲在电话里告诉李
姐。 当时已经晚上十点多了， 李
姐立即打车回父母家。 一个多小
时后， 李姐出现在父母面前。 在
父母心目中， 女儿离得不远， 就
在他们左右， 随时可以到身边。
所以， 他们心中是满满的安全感
和满足感。

陪伴父母的最高境界， 就是
无论何时何地， 无论你在不在父
母身边， 你的心一直都在他们身
边。 始终把父母放在心上， 就是
对他们最好的陪伴。

王纯 （河北）

老公的“健忘症”陪伴父母的三种境界
你做到了哪一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