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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心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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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早上， 在女儿的班级微
信群里， 老师公布了所有学生的
作业完成情况， 全班就女儿一个
人忘记了带数学作业本。 这让我
气不打一处来， 因为先天晚上我
都提醒她睡觉之前把作业检查一
遍， 然后收拾好放到书包里。

然而， 第二天早上送她出门
上学时， 又见她在慌张地把书桌
上乱放的书本往书包里塞。 本想，
等孩子放学后好好地教训她一下。
可当她回家， 我正要发火时， 女
儿却先说了句： “爸爸， 你别生
气， 是我犯错误了， 以后再也不
会了， 在班上被批评， 我也很丢

脸。” 看得出， 这次她是真意识到
错误了。

女儿的成绩不是太好， 这让
我总是很羡慕她班级里的那些学
霸 ， 可老婆却不这样看 。 她说 ：
“别总是用羡慕的眼神去看别人家
的孩子， 咱家的也不差。” 妻子的
这番话， 让我重新改变自己的想
法， 去重新审视自己的孩子。 的
确 ， 女儿的小毛病不少 ， 可是 ，
她身上也有很多优点与闪光点 。
女儿很有爱心， 小区里有流浪猫
狗， 女儿见到了， 会把家里的剩
饭菜与骨头带给它们吃。 女儿还
很讲究公共卫生和规则 。 有回 ，

见一路人随手扔了一张餐巾纸 ，
女儿见到了， 马上捡起来扔到垃
圾筒里。

人们常说， 教育孩子要用好
三面镜子： 放大镜、 显微镜、 望
远镜。 放大镜， 放大孩子的优点，
让孩子更有自信， 更能挖掘出自
己的内在潜能， 变得更好。 显微
镜， 把孩子的缺点缩小看， 对于
孩子的无心之错要报以宽容之心，
多些安慰与关心， 同时， 陪同孩
子一起去检讨改进， 更好地纠正。
望远镜 ， 把孩子的前途放远看 ，
要有站着高， 看得远的心境。

张帮俊 (安徽)

人们常说， 恋爱期的情侣智
商为零， 眼中只看到对方的优点，
很容易忽略其缺点。 如果结婚前
相处较少， 就很难了解对方的全
部生活习惯。 结婚之后， 饭后打
嗝和睡觉打鼾之类的习惯都可能
成为一对新人分道扬镳的理由 。
《印度时报 》 最新载文 ， 总结出
“婚前伴侣应一起做的几件事 ”，
值得一读。

一次争执 争吵虽然是不愉快
的经历， 但却有助于你理清双方
分歧， 了解两人关系基础的牢靠
程度。 如果他很容易暴跳如雷或
大发脾气 ， 或者试图逃避现实 ，
那么嫁给他也许不是你的最佳选
择。 然而， 如果两人能一起制定
方案， 认真面对争吵， 那么必然
能够提升双方关系， 一起步入婚
姻殿堂。

一起旅行 情侣可能会经常一
起周末旅行。 由于旅游时两人每
天在一起时间更长， 加之旅游可
以放大缺点， 所以更长时间的旅
游度假是全面了解对方生活习性
的良机。 旅游过程中， 一件件事
情都是检测双方 “兼容性” 的重
要方式。 旅行过程中， 可以了解

如何在一个全新环境
中一起做决定， 如何
更加理解对方的感受，
以及对方对某件事的
具体反应情况。 因此，
情侣婚前至少应有一
次两个人的旅游， 全
面认识对方， 判定是
否是 “对的人”。

分担责任 情侣既
然选择将来一起生活，
就应当有福同享 ， 更
要有难同当， 这就涉及到分担责
任的问题。 分担责任既体现在家
庭债务和供房等大事上， 也体现
在日常家务活等生活全过程， 比
如主动分担责任， 不将家务推给
某一方。 只有懂得如何更好分担
责任， 才能更好地维系平等和谐
的家庭关系， 让婚姻生活更牢固。
两人唯有经过磨合， 方能融洽相
处。

一起购物 消费习惯是考验伴
侣的重要因素， 消费观念大相径
庭的人有时很难走到一起。 婚姻
专家也表示， 很多新婚夫妇都因
为如何克服家庭经济问题带来的
问题而苦恼不已。 情侣一起购物

有助于了解彼此的消费习惯， 对
于更好地计划未来家庭支出、 支
付账单和理财等相关事宜都十分
重要。

寻找共同兴趣 情侣除了一起
吃饭或看电影之外， 还应该花点
时间寻找共同的业余爱好。 选择
一种两个人都从来没有尝试过的
爱好或运动， 可能有助于发现未
来伴侣全新的另一面。 其间也可
发现他与人互动和对新情况的反
应， 如果他表现出 “自以为无所
不知” 或者 “不愿接受任何改变
建议” 的态度， 那么他婚后可能
是一个很顽固的配偶。

徐澄 编译 (安徽)

拉里和乔安是一对普通夫妇，
他们住在简陋的屋子里， 为生计
和孩子们而辛勤地忙碌着、 打拼
着， 他们也经常争吵。 这磕磕碰
碰的日子就这么索然无味地过着，
直到有一天……

“知道吗？ 乔安， 每次打开
衣柜的抽屉， 我的袜子和衬衣总
是整整齐齐摆放在那里， 真难为
你一直为我做这些事。” 拉里深
情地说。

乔安诧异不解： “你这是怎
么了？”

“没什么， 我就想让你知道我
喜欢这神奇的衣柜。”

几天后拉里又夸奖她： “乔
安， 太好了！ 这个月记账时， 支
票号码没出什么错。 记 16 笔账只
错了一笔。 恩， 这样记账还差不
多！”

乔安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
朵： “以前你不是老埋怨我写错
支票吗？ 怎么不唠叨了？”

“别介意， 我就想让你知道我
很欣赏你所做的努力。”

说来也怪， 第二天， 乔安在
杂货店记账时， 她一反常态特别
留意每一笔支票的号码， 确保自
己写得正确。

“乔安， 晚餐真好吃， 在过
去的 15 年里， 你为我和孩子做了
一万四千多顿饭， 感谢你 15 年里
的付出。” 一天晚上， 拉里诚恳地
对乔安说。

乔安真有点急了， 她生怕丈
夫是不是生了什么病。 16 岁的女
儿也开始嘀咕起爸爸来 ： “妈
妈， 爸爸是不是吃错了药？ 他老
说我很漂亮， 哪怕穿着一身邋遢
的衣服。” 女儿的话更加剧了乔
安的担心。

不管母女俩怎样猜疑， 拉里
仍然我行我素， 每天如此。 过了
一段时间， 乔安慢慢地习惯了丈
夫这些古怪的言行， 但从此乔安
的自信心大增， 她的步伐更加轻
盈了， 嘴里还不时哼起了小曲，
过去那种忧郁、 烦闷的心情荡然
无存。

“我真的非常喜欢拉里现在
这个样子。” 她这样对自己说。

后来由此又引出了连锁反应，
常常听到乔安向拉里说： “拉里，
非常感谢你这些年来一直这么辛
勤地工作，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支
撑、 维系着这个家； 我由衷地敬
佩你， 并铭记于心……” 感恩的
话， 常在他们夫妇之间传递。

数年后， 拉里和乔安依然恩
爱如初， 在平凡的生活中他们充
分地感受着人生的幸福和彼此浓
浓的爱意。 乔安·拉森

原因
老婆怀上了二胎，

过了预产期一周多了，
还是没任何动静， 我们
都着急了。 晚上临睡
前， 8 岁的儿子突然说
道： “老爸， 你知道宝
宝为啥还不出来吗？”

我好奇地问： “为
啥？” 儿子头一仰说道：
“因为你和妈妈老骂我，
肚子里的宝宝都听烦
了， 所以不愿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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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孩子用好三面“镜子”

婚前一起做点啥？ 让婚姻幸福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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