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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在公园里捡到一个
栾树果子，无比喜欢，小心翼
翼地拿着，后来把果子交给
我保管，嘱咐我别弄丢了，我
就装到包里了。到家后拿出
来一看，果子挤扁了，儿子哭
得那叫一个伤心，很少见他
这么哭。我看出来他是真的
喜欢，可我实在太累了，在他
的哭声里就睡了过去。第二
天一早，他又想起小果子，我
答应他去公园再捡几个。老
公不同意，说喜欢也要学会
等待，必须让他知道有些喜
欢是得不到的。儿子跑到我
面前委屈得流泪。我哪受得
了这个，就跟老公火了：“你
跟一个五六岁的孩子讲你四
十多岁才悟出来的道理，他
能懂吗？喜欢就要赶紧喜欢，
等久了就没感觉了。”

为了保管好小果子，这
次我特意找了一个保鲜盒，
然后就带着儿子去了公园。
到了栾树下，我们寻找小果
子，没找到，我就找了一株较
矮的枝条，轻轻采下几个果
子放进了保鲜盒，然后又把
一个果子交给儿子保管。儿
子如愿得到了心仪的果子，
摆出各种造型，号称自己是
果子树，一脸的投入和欣喜，
让我也忍不住开怀大笑。一
个小山楂从树上掉下来砸在
我头上，我捡起来跟儿子一
起拍照，儿子说我们是“果子
兄弟”。看着儿子开心的样
子，我觉得我的选择是对的，
有什么能比自己亲人的快乐
更重要呢？

爱和快乐本来就没有道
理可言，我愿意享受这一刻，
给自己心爱的人带来快乐。
人生几十年，能回忆起来的，
不过就是这些细碎的快乐、
真心的陪伴、简单的幸福。能
因真心喜欢而快乐，是金钱
买不到的真快乐，也是我们
越来越缺失的快乐。最好的
陪伴是懂得，我尊重儿子的
喜好，因为我爱他，所以爱他
所爱，愿意看他快乐着自己
的快乐。金钱买不到的童心
和真爱，我有幸可以陪伴。

□尹秀平

快乐着

儿子的快乐

【幸福留言】

儿子的青春期如同一头野
性十足的小狮子，迅雷不及掩
耳般地蹿到我们面前，摆开一
副挑战的架势。面对这神奇的
造物，我诚惶诚恐——— 这头不
谙世事的小狮子，日后可否成
长为一头勇敢无畏、安全可靠、
爱护家庭、保护弱小、对纷扰世
事应对自如的雄狮？

我开始寻找机会，不想机
会竟也迅即而至了——— 儿子偶
然小疾，卧床休息，有了母子静
静谈话的机会。

儿子懂得左右脑的功效，
那就先从左右脑的发育入手。
女孩子往往左右脑平衡发展，
两脑之间的对话也比较密集。
男孩子不同，右脑发展飞快，右
脑是色彩，是行动，是非理性；
所以他们要行动，要逞强，要武
力，要冒险，要开快车，要做超
人。这时候负责理性思维的左
脑往往跟不上，所以他们会有
不经过大脑考虑就做傻事、危
险事的情况发生。反映在上课
时，即便是在认真听讲，男孩
也不会像女孩子那样静静地
坐着，他们或者不停地敲铅
笔、活动大脚趾、摇头晃脑、抓
耳挠腮，有经验的老师会在不
影响别人的情况下理解男孩
子的这种行为——— 只要他们
是在认真听讲。男孩子迅猛发
展的右脑想和左脑对话，不期
左脑发展太慢，右脑对话不成，
只好自己和自己对话，结果男
性能量越聚越多，释放是必需
的，如何释放？

史前的部落时期，成年男
孩要出行打猎，保护家园，能量
就此释放；人类进化到今天，战

争、酗酒、吸毒、偷盗抢劫、暴
力、欺负女孩子都成了男性能
量释放的途径。我问儿子这样
好不好？儿子答：不好！那么浑
身的劲儿怎么使出来？打球，运
动啊！儿子自己想明白了。这就
是我想说的“正面能量释放”。

接下来的问题不好说，但
是父母要明白——— 还有一种行
为也是正面能量释放，那就是

“自慰”。我们的千年古训斥此
为罪恶，西方的科学家却说这
是一种让年轻人感觉造物的
美好并认识自己的一种方式。
不管我们如何看，青春期的男
孩子都会做，我们不能让他们
为自己的本能背负一个罪恶的
重负。

和儿子一起看过小孩是怎
么“造”出来的一个科学片。这
个问题孩子迟早会问，儿子小
的时候就问，我说：“你呀，本来
是一颗天上的星星，想到人间
来看看，眨巴眨巴眼睛，就选中
了我们家。我们都为被你选中
了感到荣幸呢！不想你一住下
来就不走了……”不知为什么，
他好喜欢这个故事，直到大一
点明白真相以后，还常常提这
件事，当然也成了我们开玩笑
的内容。如今明白了，也就可以
由此引出男孩子的责任心的话
题。我问他：“将来，你会有女朋
友，会结婚，会当爸爸。想一想，
你和你心爱的女孩在一起，是
不是会感觉很好？”

“一定是吧！”
“那你会不会保护她？会不

会带她去好玩儿的地方玩儿？”
“当然会啦！我还知道怎么

坐火车、坐飞机、出海关，怎么

计划旅行路线呢！”
“那你的女朋友一定觉得

你是一个很酷的男朋友。”
听到这话，儿子面露得意

之色。
我继续问：“那些欺负女

孩子的男孩，你觉得他们酷不
酷？”

“不酷！”
“那些在大街上拉帮结伙、

酗酒吸毒的男孩子，我敢担保
他们可能连伦敦的地铁都不会
坐，更别说带着女朋友看世界
了！将来，你也许会和你爱的女
孩子结婚，建立家庭。你会做个
好爸爸吗？”

“会呀，像爸爸那样的！”
“那你会为你的孩子做什

么？”
儿子想了想，随意列了几

条：会爱护他们；会送他们上学
和接他们下学，绝不迟到；他们
做了好事，会奖励他们；会给他
们安排不太难做的家务事，让
他们有个挣零花钱的机会；会
每年都带他们去看世界……

这些都是爸爸做的，家庭
对孩子人生观的形成有多么
深刻的影响啊！随着他们的成
长，他们对好丈夫、好父亲的
理解会有变化，但万变不离其
宗，家庭是他们最重要的参考
坐标。

家庭暴力、对自己的妻子
儿女不尊重、对女同事歧视、逃
避家庭责任、对妇女儿童没有
同情心、对父母不尊重等等这
些反映在男人身上的问题，多
是由于男孩子在青春期未能成
功转化为成年人造成的，父母
要负主要责任。

□戴群

与青春期儿子谈谈心

【【成成长长在在英英国国之之十十四四】】

【围城风景】

□王纯

表弟的婚姻遭遇危机，弟
媳提出离婚。表弟无比愤慨地
说：“我每天拼死拼活在外面工
作，就是为了让她过上好日子。
没想到她嫌我不浪漫，没情调，
竟然要跟我离婚！不是我自吹，
现在我这样的男人打着灯笼都
难找。一心为了这个家，从不拈
花惹草，她还不知足！”

看来，表弟夫妻俩的沟通
出现了问题。我把弟媳约出
来，她也一脸的委屈：“我知道
他在外面不容易，没日没夜拼
命挣钱。可是，我要的不是这
些！”我有些惊奇，哪个女人不
希望男人给自己创造衣食无
忧的生活？弟媳接着说：“其实
呢，我对物质没有太多的要
求，只要日子能过下去就行
了。我需要的是一个爱我的
人，陪着我朝朝暮暮，天长地
久。我这个人呢，从小就有浪
漫主义情结，愿得一人心，白
首不相离。可是他呢，平时都
难得陪我吃顿饭。答应陪我出

去旅游，都说了好几年了，还
是没空。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他忙着应酬，竟然连家都不
回。这样的日子，我真的不想
过下去了。”

听完弟媳的话，我若有所
悟。其实，很多婚姻里，一方

“要的不是这些”，而另一方却
一厢情愿地付出。这样，你付
出得越多，离对方的要求越
远。

我想到了自己的婚姻。我
总以为，只要我做好一个贤妻
良母，就会赢得丈夫的爱。生
活中，我勤俭持家，用心教育
孩子，不让丈夫费心。但是他
经常说我：“你这个人呀，不懂
生活。”我以为他只是说说，现
在想来，他对我也有诸多不满
意。周末的时候，他想让我陪他
去郊外玩，我把湿淋淋的手在
围裙上抹一把，说：“这个周末
我要大扫除，你也别出去了，给
我打下手！”他摇摇头，叹道：

“没劲。”他给我买了漂亮的裙

子，让我陪他参加朋友聚会，
我把裙子丢在一边，说：“这裙
子太艳了，我穿不出去。况且
我不爱凑热闹，最烦什么聚会
之类的，纯粹没事找事。”他摇
摇头说：“家和单位就是你的
整个世界。”我颇为自豪地说：

“可不嘛，良家妇女都这样！”
如今想想，丈夫也一定在

心里说：“我要的不是这些。”
虽然我们的婚姻风平浪静，但
他的幸福感一定不够。看来，
夫妻两个真的需要好好沟通，
了解对方需要的是什么。

我把弟媳的话告诉了表
弟，同时自己也检讨了一次。
不久后，表弟小两口握手言
和，恩爱如初。我经过和老公
的交流，了解了他的想法，他
也知道了我的意愿，感觉生活
和谐了很多。

婚姻中，不要一厢情愿地
付出，要了解对方需要的是不
是这些。用对方需要的方式去
爱，否则，爱也会南辕北辙。

我要的不是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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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爸爸妈妈不在家，我
和爱人要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了。

平日里，似乎爸妈随意一
做，都是一桌子好菜。而我们环
顾四周，却感觉“巧妇难为无米
之炊”。老公在家里巡视了一番
食材，说：“我们把昨天买的大
骨头炖了吧！”我用怀疑的目光
看着他：“你会用高压锅炖骨头
吗？”

老公根本不在乎我的质
疑，说干就干。先把那些大骨头
摆在案板上，然后拿来一把斧
头，很费力地把骨头弄成小块。
待骨头变小时，老公也出了一
身的汗。接着，我们烧开水，先
将肉洗一洗。平日里好像爸妈
是这样做的，照猫画虎应该容
易一些吧。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
可是接下来，我们就要打电话
咨询一下放什么调料了。爸爸
在电话的另一端告诉我们要放
花椒、大料、葱姜蒜等等。我还
一一询问了这些东西的存放地
点。爸爸说还要放几片香叶。我
就有些弄不明白了，直到我在
柜子里找到了那种叶子。这小
小的叶片，居然也是一种调料
呢，平时怎么就没有关心过呢？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我将高压锅涮干净，将大
骨头都放到锅里。可是问题又
来了。平时看爸妈操作时，一扣
就可以将高压锅盖得严严实
实，我转了几个圈，却怎么也盖
不好。等盖好了锅盖，又不知道
哪个才是这个高压锅的阀儿。

待到肉味飘香的时候，我
蒸上了大米饭，这个还得心应
手。接着，从冰箱里拿出一些新
鲜的蘑菇，再做个炒蘑菇吧。我
将蘑菇洗好、择好，只等老公这
个大厨前来上灶。

当然，在老公翻勺炒菜的
时候，我也没闲着，跑到阳台上
去收获爸爸种下的蒜苗。每年
冬天，爸爸都会在阳台上种一
些蒜苗，绿绿的，不仅装点了房
间，还是一种美食。我拿着剪
刀，哼着歌儿，不一会儿就剪了
一大把，可以用这些蒜苗给儿
子炒鸡蛋吃。

不多时，肉味飘香，高压
锅发出“吱吱”声，锅上的小阀
儿也飞快地旋转着。我切好
菜，站在老公后面，我递他接，
配合得天衣无缝。三炒两炒
后，饭菜飘香。我们将做好的
菜、炖好的大骨头都端到餐桌
上。儿子吸着鼻子说：“爸爸是
高级厨师！”说得我们都笑了。

吃罢饭，老公果然是高级
厨师的派头，碗一推，就自得
其乐了。我既然没有大厨的本
领，就只能赶紧收拾碗筷，刷
锅洗碗去了。锅碗瓢盆交响曲
后，我躺在床上看小说，不多
时，就感觉眼皮打架，人困马
乏了。

美美地睡个午觉，喝杯花
茶，人也精神起来。老公说：“晚
上吃什么啊？”“啊？”我惊呼道，
又要考虑晚上的饭食了！

我伸个懒腰，突然感觉，
过这种平凡的小日子也充满
了快乐。一粥一饭，都包含着
一份温暖。而夫妻，也正是从这
样的一粥一饭里，收获了暖暖
的亲情吧。

□刘云燕

一粥一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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