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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热闹闹不不过过三三两两天天
前一段时间听说苦瓜去火，

便接连不断吃了几天苦瓜，直到
吃得连饱嗝都有苦瓜味，才肯罢
休。这又听说吃萝卜通气，便大
肆地向萝卜展开进攻。老公说：

“你这情绪化的性格啥时能改改
啊？不是土豆开会，就是豆腐聚
餐。饮食重在搭配，松弛贵在有
度。凡事都悠着点好不好？”嗯，
要说也是，我承认自己的确有这
毛病，很容易一惊一乍的，并且
还极具煽动性。

上上上个月，忽然发现保持
了十几年的体重短短几个月内就
超标了三公斤，下决心赶紧减肥。
于是乎嚷嚷得左邻右舍都跟着又
买跳绳又买呼啦圈的，每天下班
都喊上她们一起锻炼二十分钟。
后来发现小公园里好多人跳广场
舞，据说减肥效果不错，于是又喊
上邻居妹妹一起去学舞蹈。没坚
持几天，就吃不消了，每天下班后
买菜、做饭、吃饭、收拾碗筷，拾掇

完就很晚了。这种匆匆忙忙的日
子我最不适应，我喜欢慢吞吞地
过活，因此便再没热情喊她们一
道锻炼了。

上上个月忽又心血来潮觉
得做仰卧起坐比较简单随意，每
天睡觉之前做几分钟就可以了，
耽误不了太长时间，便让儿子乐
乐和他爹轮流压住我的腿。两个
男人很是反感，尤其是小乐乐，
从不屑用手来按，每次都是用屁
股坐在我腿上。我从每天二十个
慢慢做到四十个，还没等再次增
长，天就冷了，钻到被窝里，再也
不愿意做了。历时五十天的睡前
锻炼灰溜溜宣告结束。

其实，坚持也好，放弃也罢，
只不过是一些小情绪而已。而时
光终是悄然流逝，绝不会因为谁
的选择而滞留片刻。那些小热情
不过是时光之河的点点浪花，澎
湃撞击，荡漾散去。

多年前，以为谁离开了谁就

不能活下去，多年后谁离了谁也
都安然无恙。曾经为了某件事寝
食不安，羞愧难当，过去了才发
现，原来没有什么可以让人们热
情不退、永记不忘。当时可能是
奇闻异事，惊涛骇浪，不久后终
将是云淡风轻。

小时候，最喜欢我的启蒙老
师，可惜那个花儿一样明艳的女
子却经不住流言蜚语的压力而悬
梁自尽了。那个被人揪出跟她缠
绵在一起的村支书如今已是儿孙
绕膝，风华不再。那件令老师长眠
于地下的往事，没有人再提起，恐
怕只有我还时时记起那花朵一样
灿烂娇美的容颜吧。去年清明节
回老家，顺便去看了看老师的坟。
看到墓碑前放着一束鲜花和刚刚
烧完的纸钱，还有步履迟缓的老
支书的背影，蓦然想起某人的
话———“活着就是王道”。是啊，
没有什么过不去，上帝赐予了我
们生命，就应该有抗拒一切的顽

强。老师，如果重新选择，多么希
望你能挺直脊梁活下来。

还听说女友把离婚两年后
而出车祸的老公接回了家，经过
一年多的精心照料，老公终于能
站起来走路了。那时候她老公和
小三爱得天翻地覆，两人曾经双
双殉情自杀未遂，无奈女友委曲
求全，抽身而退。可是车祸后听
说那男人恐怕再也站不起来了，
那小三最终还是弃轮椅上的他
而不顾，悄然而去了。同学聚会，
我们都避免谈及此话题。倒是她
一脸坦然，毫不介意。一直记得
她的话：“热闹不过三两天，什么
都可以改变，唯有亲情不变。”她
很庆幸为儿子挽回了亲生父亲，
为自己留住了完整的家。

是啊，那些缠绕纠结的，那
些曾经挚爱的，终抵不过时间的
冲洗，热闹不过三两天，该去的
去，该散的散，该留下来的自然
会留下来！如此而已。

【家家事事直直播播】

□田玉杰

【生生活活提提示示】

背包带调短护肩颈
□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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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背双肩包时，喜欢把
包带放得很长，甚至坠在屁股边。
其实，背包带越长，肩膀提供给它
的力就越偏离竖直方向，对脖子、
肩膀和背部会产生一定的伤害。

包带长度应使包底与腰部持
平，或将包保持在后背肌肉最强
壮的中部。背包时尽量拉紧背包
带，防止包滑落到背部以下。有的
背包配有胸带和腰带，是为了转
移脊柱压力设置的，背重物时一
定要系上，使背包贴紧身体，但系
得不要有压迫感。

此外，背包时要收紧腹肌，重
心稍微前移，双肩自然下垂。斜挎
包要经常换肩，以防肌肉受力过
大，造成永久性损伤。如无特殊情
况，背包重量尽量不要超过体重
的 10%。感觉身体肌肉紧绷、劳累
时可以放下背包，原地转动脖子、
肩部各一分钟，放松身体，防止肌
肉劳损。

我的孩子一直是妈妈帮
我带。在我所居住的院子里，
80% 是姥姥带第三代。可能是
女儿更加娇贵、娘家妈更适
合伺候月子的缘故，这种有
别于传统的奶奶养育第三代
的情况在十年前就开始出
现，如今更是普遍。每次院里
几位姥姥揽着各自的外孙凑
在一起聊天，都要大力证明
姥姥看孩子的好处。

我妈确实心疼外孙。小
孩出生前，她就提出，不能抱
小孩，以免他养成要求抱的
习惯。结果月子里，每当小孩
撒娇哭，总是她第一个抱起
来。在养育小孩的初级阶段，
我妈讲究人性化养育，比如，
小孩试穿一件棉袍时，胳膊
打不过弯，急得哭了；我妈立
刻把棉袍脱掉，说不能穿，小
孩都吃不到手了。之后，我妈
学习西方育儿经，坚持给小
孩用尿不湿，并吩咐我买最
好的，这样大家省出了洗尿
布的时间，可以陪孩子说笑、
玩闹。我妈还忙着开始早教，
首先就是竖着抱小孩，让他
看立体的、活动的、充满颜色
的世界，接着就是抱着他看
雨、看云、看树叶、看风把树
吹动，并在他耳边一遍遍地
说。她还说，要给孩子说“大人
话”，不要跟着他说叠音词，以
及“大哞哞”（汽车）这类指代
词……这些细节教育也影响

了粗枝大叶的
我，于是教给
孩子的物品名
称都是力求准
确。当在恐龙
乐园，大一些
的孩子指着天空说“大鸟”，而
我的小孩在一旁口齿不清地
说“翼龙”时，我感到了这种教
育基础的重要性，并有了成就
感。同时，睡头型、月子里不洗
澡、不把尿、“包粽子”似的裹
住婴儿等老法，在我家从未
出现，我妈说，要让小孩自由
自在地长大。于是，我的小孩
因为尿不湿、头型而多次在
院里受到质疑和善意批评，
我妈偶尔辩白，大多是不吭
声。我从书上看过，西方父母
是不会干涉其他人的养育方
法，他们只会管打骂小孩的

“闲事”，这与中国几乎相反。
只有西方的方法，没有西方
的环境，我妈替我顶住了压
力。

小孩不经意间就长大
了。朋友的小孩，传出的都是
姥姥帮外孙跟其他小朋友抢
东西而被对方家长告上门这
样的事。而在我家，都是姥姥
和小孩一人拉一头地来回抢
玩具、姥姥和小孩抢着背诗
而把小孩气哭、姥姥和小孩
对打 N 个回合最终把小孩打
疼的故事。对此，我妈的理论
是：要给小孩挫折教育，家里

必须有个管教小孩的人。
很多家庭，对小孩都是

众星捧月。有理论称，年轻父
母火气旺盛，对孩子容忍度
低；而越是年龄大的长辈，对
人对物看得更开，因而更宽
容。我妈就不太符合这个理
论，她管教孩子比我还严，很
多时候我都会跟小孩站一边
对抗她。很快，我妈就包揽了
批评、禁止以及喂药等“恶
人”行为，“好人都被你们当
了”成为她的口头禅。于是，
一个“狼外婆”诞生了，我妈
嘻嘻哈哈地这么叫自己。小
孩现在大些了，出于对管教
的天然反抗，他很少主动亲
近姥姥，而且每次看到姥姥，
第一反应是伸手去打。我对
此一点办法都没有。好在老
妈乐观开朗，并依旧有着自
己的证明：同事、朋友那些被
惯坏的小孩，小时候都被她
毫不留情地管教过，现在他
们都已成家立业，说起我妈
来都是真诚地感谢。不知道
我的小孩要在“挫折”中长到
多大，才会明白“狼外婆”给
他的是最深沉的爱，并产生
感恩的情怀。

【育育儿儿故故事事】

狼狼外外婆婆
□辛然【家家庭庭厨厨房房】

别用白酒代替料酒
□侯玉瑞

不少人认为白酒中也含有酒
精，因此在烹调中可用来代替料
酒。事实上，这样做并不合适。

首先，白酒和料酒的成分有
很大差别。料酒是黄酒的一种，其
中酒精的含量在 10% — 15% 之
间，另外还含有丰富的酯香物质、
氨基酸、香料和盐分，所以香味浓
郁，味道醇厚。而白酒的主要成分
就是酒精，含量在 20% — 60% 之
间。

其次，料酒中酒精含量较低，
不会破坏肉类中的蛋白质和脂类
物质的口感，并在加热时随酒精
一起挥发掉，达到去腥的目的。白
酒虽也能起到一定的去腥作用，
但由于其中酒精含量过高，会对
蛋白质和脂类造成一定的破坏，
从而影响口感，同时也会影响食
物原有的风味，留下浓重的酒精
异味。

另外，料酒中大量的生香物
质不但能够去除菜肴的异味，还
能使香味大增，其中的氨基酸也
能和食物中的糖类物质结合成芳
香物质，产生诱人的香气。而白酒
这方面的功效要逊色很多。

因此，用白酒代替料酒并不
可取。如果确实没有料酒需要白
酒救急的话，要注意加的量不要
太多。

【婆媳之间】

“贿赂”婆婆
□刘希

天气冷了，我给婆婆
买了两条加绒的保暖裤，
又给她买了一双皮棉鞋，
老公见了，有些吃醋地说：

“不公平，你总是‘贿赂’我
妈 。她的心 全 被 你 收 买
了。”我嘿嘿一笑，回答：

“妈帮我做了那么多事，我
不贿赂她贿赂谁呀！”

自从我以写作为专
职，时间便变得很匆忙。为
了不耽误我早上的灵感，
婆婆主动承担起送孩子上
学的任务，洗衣洗碗这事
也根本不用我插手，婆婆
说：“你忙了一天，休息去
吧！”其实，婆婆何尝不是
忙得脚不沾地，经营修理
店的她，拖着疲惫的身体
回家，还总是无怨无悔地
帮我处理大小家务，每每
看到婆婆任劳任怨劳碌的
背影，我都特别感激。

婆婆的公公婆婆都是
老封建的人，太拘小节，婆
婆虽然一生勤俭节约，但
没少遭遇“冷板凳”，稍有
差迟便会遭到破口大骂。
婆婆有次跟我说，小姑子
出嫁，爱美的婆婆特意烫
了卷发，但她的公公婆婆
说她爱折腾，骂了她整整
一个星期。婆婆没有权利
处理生活上的点滴事情，
哪怕是自己身上的穿戴，
都要受到公婆的制约。讲
起这些，婆婆委屈难过，我
也为她鸣不平，希望多买
点婆婆喜欢的物品弥补婆
婆早年的遗憾。

虽然婆婆遭遇了不公
平待遇，如今多年媳妇熬
成婆，终于有了可以施展

“婆婆威风”的机会，但婆
婆却忘了那些年公婆对她
的不好。我结婚八年，和婆
婆生活了八年，她从没有
对我半点颐指气使过，相
反的，还对我宠爱有加，这
一点，我非常感激。婆婆除
了帮我减轻压力外，还无
微不至地照顾我和孩子的
生活。我常常为了赶稿，不
吃早餐，婆婆时常提醒我
长期不吃早餐容易得胃
病，还总要做好早餐，端到
我的电脑桌前，嘱咐我趁
热吃，婆婆的善良与理解
让我感动。

得知婆婆的不容易，
再加上婆婆对我的宠爱，
我决心好好爱婆婆，所以
这些年，时不时“贿赂”她
成了我的习惯。虽然婆婆
开始不肯收，但我总是骗
她说是“便宜货”、“处理
品”，不值几个钱，她也安
然接受了。一点点“小恩小
惠”便让婆婆对我“感激不
尽”，我也甚是汗颜，更加
多了“贿赂”的次数。

每次逛街，看到老年
用品店，我总是两眼放光，
进去转一圈后，总能淘点
适合婆婆的，一条围巾，
一双棉鞋，一个发卡，礼
物并不贵，但婆婆收到却
很开心。她像小孩子一样
满心欢喜地试着新衣新
帽，在镜子前左右端详，
美美地穿戴起来，久违的
笑容浮现在她的脸上。看
着她高兴的样子，我也决
定要把“贿赂”婆婆坚持到
底。

礼轻情意重，爱婆婆，
感谢婆婆，就常常买点礼
物“贿赂”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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