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30日，粟美芝和87岁的婆婆相聊甚欢。记者问老人家：“你给媳妇打多少分？”老人家笑呵呵地
说：“120分”。 记者 吕菊兰 摄

老公要“装聋”
放大家庭和谐部分

长沙市吴杨心理咨询部专家
分析道，“婆婆和媳妇的心理特点
是，老人的固执程度大于年轻人，
当双方发生矛盾时， 老人让步的
难度大， 所以年轻人就需要作出
妥协，退让一步。但是婆婆和媳妇
之间没有血缘的纽带，媳妇会问，
凭什么要为婆婆让步， 这就需要
寻找她们之间的感情纽带， 丈夫
需要给妻子充分的爱， 才让妻子
觉得， 为维护老公家庭关系作出
让步是动力。”

专家表示，作为老人家，看问
题也要换个角度， 老人为何介入
子女家庭，除了不放心，还有不甘
心，觉得自己把儿子养这么大，儿
子应该照顾自己。 这就要求原有
家庭和新生家庭的高度融合，但
是要求不同的家庭完全融合是不
可能的。老人要明白，儿子大了，
是要延续家庭， 老人应该充当一
个辅助的角色， 而不是一个主导
的角色，而媳妇为了老公，以及为
下一代作个榜样， 不应该对老人
计较太多，应该谦让。

专家说，作为老公应该装聋，
负面的事情记得越多越不利于家
庭和谐， 尤其不要在这方面前说
那方坏话， 或者对着自己的妈妈
说一套，对着老婆又说一套，这是
大忌。 应该放大对家庭和谐有利
的部分，比如说，老婆为妈妈做了
什么事，就适当在妈妈面前夸大，
帮对方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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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从湖南国美电器传来好消息：随
着上周启动的国美25周年盛世庆典大型促
销活动，湖南国美各品类全线飘红，三天销
售破亿元。而本周，将是国美电器25周年盛
世庆典的第二波，加上望城波特利店于12月
3日火爆开业， 将在上周优惠基础上再进行

大幅让利，低价势必席卷整个星城。
望城波特利店开业 最高优惠50%

本周，进入国美电器25周年盛世庆典大
型促销活动的第二波，望城波特利店开业将
助阵此次盛典的第二季。本次新开的波特利
店位于新型的繁荣商圈———望城商圈，交通

便利，人口众多。据湖南国美电器市场部知
情人士介绍，本次望城店开业，国美电器将
开展一系列的优惠活动，如来就送、财富增
值十倍翻、大奖免费抽等等。财富增值十倍
翻，主要是指，凡消费者在12月3日开业前
期， 来门店预存5元即可在开业活动期间购
物满500元抵用50元，并送可乐一瓶，预存
10元， 即可在购物满1000元抵用100元使
用，其他金额依次类推。

盛世庆典第二波 会员购物三重礼
时值庆典之际，凡在活动期间持国美会

员卡购物的消费者，享受三倍积分，此积分
可兑换礼品，也可再次购物抵货款。会员专
享第二重礼， 凡在活动期间（12月2日至4
日） 持会员卡购物单品满666元的消费者可
获送健康小礼包一份、 单品满2666元送健
康大礼包一份。专员专享第三重礼，即日起
至12月4日前，前66名到国美和府门店报名
（报名电话：82864588） 参与活动的新老会
员，持会员卡累计购物满6666元，将有机会
被 评 为 国 美 荣 誉 会 员 颁 发 证 书 并 获
KINGKING礼包一个，并在生日活动中分享
生日蛋糕、合影留念。

国美25周年盛世庆典 望城波特利店开业热力助阵
经济信息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公告

湖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1年 12月 1日

开奖信息查询：湖南体彩网 www．hnticai．com

短信查询体育彩票开奖号码，移动发 CP 到 1066125666，小灵通发 CP 到 10661256，联通发 CP
到 10621956，包月定制 6 元 / 月，咨询电话：0731—84429019。

２２选 ５ 第 11328 期
本期投注额：1774042 元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中奖注数(注)
14
2271
40551

单注奖金(元)
39498
50
5

中奖号码：03�04�08�12�20

排列 ３、排列 ５第 11328期
本期投注额 24280522元

中奖号码 8� � 1� � 1
投注类型 全国中奖注数（注） 单注奖金（元）
直选 18340� � � � � � � 1000
组选 3� � 21165 � � � � � � 320
组选 6� � � � � 0� � � � � � � � � � 160

中奖号码：8� 1� 1� 1� 5
奖 级 中奖注数（注） 单注奖金（元）
一等奖 36 100000

排
列
３

排
列
５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婆媳斗得你死我活

近日，广东省佛山市发生家庭惨
案，婆媳两人在家中拿刀互砍，媳妇
伤重身亡，婆婆受轻伤送医院接受治
疗。

婆媳惨案触目惊心，网上顿时炸
开了锅：“婆媳关系不好，斗得你死我
活，还真没见过”、“中国的婆媳关系复
杂程度，令人咋舌”……大部分网友都
称“太惊讶”。

家住长沙市芙蓉苑的聂女士就
与儿媳的关系一般，前不久甚至搬离
儿子家独自居住，“其实我也知道她
人不错，但就是脾气太大了，碰上我
脾气也不好，整天吵架，所以干脆搬
走，省得儿子夹在中间难做。”

最近几年，打开电视机，有不少
关于婆媳话题的电视剧，而且每剧必
火。正在热播的《双城生活》中，北京
儿媳与上海婆婆虽没常居住在一起，
仍因性格不合打得不可开交。

“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婆媳关
系是家庭中最难调和的人际关系。”
在面对记者采访时，大部分市民如是
说。

“婆媳互砍”再酿话题 7对“模范婆媳”晒相处之道

背里不说媳妇坏，婆婆犯错要装傻

在星沙望仙桥社区，有许多“模范婆媳”，仅
松雅湖畔小区就有7对， 她们以亲身经历为大家
支招。

生活习惯不合：退让
粟美芝和87岁的婆婆张建凡处了20多年，从

没红过脸。“住在一起难免发生矛盾。 比方说，婆
婆喜欢看某个电视节目， 但我却喜欢看另一个，
两人就会出现争电视的情况； 还有婆婆年纪大，
喜欢吃清淡的食物， 我就喜欢味道浓一点的食
物，生活在一起，难免会有分歧。”

粟美芝说，多替对方想，作为晚辈，退让是应
该的。“婆婆喜欢看某个电视节目，我就去做做家
务，打扫卫生，或者陪她看，至于饮食上，婆婆做
清淡的食物，我就放碟酱油在面前。”

带小孩起分歧：沟通
婆婆溺爱孩子，孩子喜欢吃零食，婆婆就买

给他吃，但是粟美芝觉得多吃零食对孩子身体不
健康。但粟美芝不会跟婆婆争论，而是偷偷地把
零食丢掉，并找准时机告诉婆婆，孩子因为吃零
食肚子不舒服，婆婆疼小孩，以后买零食的次数
就越来越少了。

只要稍微变天，老人家就会担心小孩子感冒
了，衣服穿少了。“我就会跟婆婆说，小孩衣服穿
得挺多，并且玩的时候出汗后更容易感冒。”

婆婆做错事：装傻

老人家热情好客， 常常有一些朋友来家中
玩。“这时记得别只顾外出玩， 停下手中的活，好
好招待她的朋友，给婆婆留面子。”住在松雅湖畔
一栋一单元的杨爱文和婆婆相处了40多年，婆婆
年纪大了，不方便外出。

“家长是没有错的，如果有这样的心态，那么
婆媳关系就不是什么难事了，我觉得小辈就是要
懂得哄老人家。” 杨爱文说， 长辈的地位不能动
摇，尊卑、老少，这是原则问题，就算老人错了就
错了，要装傻，难得糊涂，但晚辈错了要认错。

她对你好，你要对她更好
“不管媳妇怎么样， 都不要到外面去说媳妇

的坏话，更不要当面一套背面一套。” 说到婆媳相
处，周映先说，首先要相互体谅，作为婆婆，媳妇
等晚辈说的话先不要去争锋相对，要尊重年轻人
的意见，多听听，然后再发表意见。“人心都是肉
长的，她对你好，你要对她更好，这样，婆媳结自
然就打开了。”

“要不是我媳妇， 我现在还瘫痪在床上呢。”87
岁的张建凡老人今年上半年摔伤，瘫痪在床。倒漱口
水、擦身子、剪趾甲、洗脚……都靠媳妇每天悉心照
顾， 老人家现在能扶着板凳下床走动了。“她知道
我爱美，出门看到好看的衣服，都会给我买回家。”

无论是近日发生在广东佛山
的婆媳互砍事件， 造成一死一伤
惨剧，还是正在热播的电视剧《双
城生活》，都再次将大家的视线引
向一直争议不断的“婆媳关系”。

“家有野蛮婆婆， 怎么办？”
“家有固执媳妇，好难搞”。在很
多人看来，“婆媳矛盾是天下第
一矛盾”、“婆媳天生是冤家”。婆
媳之间究竟因为什么事容易发
生纠纷？ 如果遇到婆媳不和，又
该如何处理？12月1日， 长沙市
松雅湖畔小区的7对“模范婆媳”
以亲身经历，为大家支招。

■记者 吕菊兰
实习生 胡文娟 康蒙 通讯员 范先顺

你的婆媳关系如何？是
好，是坏，是纠结？对婆媳关
系你有何妙招？ 欢迎拨打本
报热线：0731-84326110一
起聊一聊。

互动

晒婆媳经案例

支
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