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嫣然笑：我和男友吵
架，被我爸爸听见，他说了
男友几句，男友正在气头
上，转身又和我爸争吵起
来，而且用了脏字。我爸被
激怒了，他坚决不同意我俩
再继续相处。男友除了脾气
不好，其他地方对我特别
好，我有点舍不得分手。

艾乔：你男友的坏脾气
恰恰是你该谨慎的重点，无
论长辈对与错，能用脏字回
击，这不仅是涵养极差，也
隐藏着暴力倾向。谈恋爱，
不仅得长心眼，脑子时刻保
持清醒，更得通过细节观察
对方的人品如何，连父母都
不尊重，你敢托付终身与
他？热恋时切忌别冲昏脑
袋，要时刻记得给父母和自
己留有尊严。

秋日私语：我第一次去
男友家吃饭，因为男友的奶
奶在，出于礼貌，我起身先
给老人夹菜。没想到，男友
的母亲客气地指了指桌上
的筷子说，“用公筷夹菜
吧。”我这才明白，原来饭桌
上多余的两双筷子和两个
汤勺都是公用的。这个细节
使我很难堪，他家人是看不
起我，还是疑心我有病？

艾乔：举个例子：有些
老人给孩子喂饭，自己先嚼
碎了，再吐出来喂给孩子。
年轻父母认为这是不健康
的，但老人倍感委屈，你们
从小就是这么喂大的，是不
是嫌弃我了。老人和年轻人
都有自己不同的观点，所
以，你真没必要计较这个细
节，每个人生活的背景不
同，自然会有不一样的习
惯。其实公筷是非常礼貌卫
生的，不打扰别人，也让自
己心安。

霜叶红枫：我儿子在深
圳工作生活，丈夫前几年因
病去世，儿子一直希望我去
深圳定居。最近由于儿媳的
产假马上要结束，她也提出
让我过去帮忙照看孩子。我
54岁，现在犹豫是否要把济
南的房子卖掉？

艾乔：首先，你得考虑
能否长期适应深圳的环境，
你才54岁，未来的生活还很
漫长，况且，移根换叶可不
同于落叶归根。其次，别把
自己的老窝丢了，你可以租
出去，毕竟这是你的一条退
路，凡事要有足够的余地。

我的烦心事要从儿子的出言不
逊说起。

我年轻时就喜欢车，那时经济
条件不允许，根本不敢有私家车的
念想。现在不同了，尤其儿子成家
后，房子和车子都给他们准备好了，
我没什么压力，手头也有余钱，就想
着考驾照买车，给生活添一些方便。

那天，吃完晚饭，我就问儿子关
于考驾照的事。好家伙，我这话音刚
落，儿子挑着眉毛，一脸不屑地挤对
我，“爸爸，你到了吓唬鸟都不飞的
岁数了，还想开车？别让我们跟着操
心了。”我的火呼呼地往脑门上涌，

“那你说我这岁数该做什么，每天蹲
在墙根底下晒太阳，围着桌子打麻
将吗？”儿子紧接着又嘟囔了一句，

“我说的是实话，反正你得服老。”妻
子见我脸色不对，把儿子撵走了，然
后说我，“至于吗？孩子也是担心你
的安全，瞧把你火的，真是更年期到
了。”

是不是更年期我不清楚，最近
这两年我对年龄极其敏感，儿子口
无遮拦的话狠狠戳痛了我的心。说
实话，尽管我已白发丛生，也当了爷
爷，但从未觉得自己到了老态龙钟
的地步。我一年四季都在游泳，别看
我年过五十，冰天雪地里，我穿着泳
裤，感受不到丝毫的寒意，再看看两
边那些看热闹的年轻人，一个个缩
着脑袋，浑身裹得跟个粽子似的。所
以，每当别人把我当做老人，我就十
分敏感，纵使对方是好心，我也有种
被蔑视的感觉。

有一次，我去菜场买菜，卖菜的
女子热情地招呼我，“大叔这西蓝花
刚到的，可新鲜了。”哎呀，我这心立
马就堵上了，抬眼仔细瞅瞅卖菜的
女子也四十多岁了，我理解她买卖
人嘴甜心肠热乎，但也不能喊我大
叔啊，叫声大哥不行吗？本来还要买
肉，这一声大叔搅和得我什么兴趣
都没了。两手空空回到家，心里一直
在问：我有那么老吗？真到了被四十
多岁的人喊大叔的地步？

前段时间和90后同事小枫出
差。电视预告深夜十二点有拳击
赛直播。我问小枫，晚上我看拳击
赛是否会影响你休息？他可倒好，
没直接回答我的话，却满脸惊讶
地问我，“于经理，你这岁数爱看
拳击赛，还能熬夜？我爸和你年龄
差不多，每天晚上十点准时休息，
你们这个年龄不都特注重养生
吗？”我愤愤不平，但也撑着笑脸
话里有话地说：跳广场舞的未必
都是老年人，大有年轻人在，有一
个外国老太太，用高空跳伞的方
式庆祝94岁生日，顺便告诉小枫我
的爱好是冬泳。小枫没心没肺地
说：“佩服，佩服！”我暗自嘀咕：让
你这个自以为是的家伙，见识一
下老年人的胆魄。

反正，我现在听不得一点关于
年龄的歧视，似乎总想证明“我没
老”。说白了，我也清楚根本证明不
了什么，旁人随口的一句话，往往会
让我纠结半天。我知道这种反应有
点过激了，但就是解不开心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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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红柿炒鸡蛋的梗火爆之前，
我家来了一位从美国来的小客人，刚
刚7岁的小伙子，一口纯正的美式口语
激起了所有人的羡慕。我这人素来好
客，自然热烈欢迎这位小贵宾，顺便给
我们家小C分享一下正宗的美式英语。
一道虚心请教的还有另一位朋友，她
家的小姑娘正好在学英语，也想跟着
来听听。

“来吧，来吧，孩子多了热闹！”我一
口答应。

外面大降温，三个孩子在家里倒
是玩得不亦乐乎。不知不觉到了晚餐
时间，我原本打算叫披萨外卖，吃了洋
餐回来的小伙子头摇得像拨浪鼓，说：

“我要吃家里的饭！”这下子轮到我为难
了，我家厨房里的菜倒是不少，奈何我
厨艺不精，时常被女儿小C吐槽，“妈妈
你做的饭没有奶奶做的好吃！”

婆婆大人远在老家，急中生智，我
只好搬出西红柿炒鸡蛋来江湖救急。
没想到，3个鸡蛋2个西红柿，刚一端上
餐桌就被一抢而光。美国小客人简直
霸气侧漏，一盘西红柿鸡蛋几乎被他
抢光了，小C勉强分得半杯羹，另一个
小姑娘是一点也没有吃上。

然后，我又炒了第二盘西红柿鸡
蛋，当着我的面，那个美式小客人又把

它抢光了。然后，我就知道了，为什么我
炒的西红柿鸡蛋这么受欢迎。小客人
说，他在美国，非常非常想吃家里的饭
菜，西红柿炒鸡蛋啊、饺子啊、包子啊，
可是，他老妈，一介女博士，偏偏连西红
柿炒鸡蛋都不会做。

唉，这就是为什么西红柿炒鸡蛋
近来这么火爆的原因了，不要说人家
留学在外的妈宝男，我们这些做妈妈
的又有多少人炒得好一盘西红柿鸡
蛋？可是，在教育孩子这一块，英语奥数
钢琴美术书法什么的，一定会逼着孩
子去学，但是，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最
基本的生活知识，我们却总是不屑于
教会孩子们。

我们这些做父母的，望子成龙、望
女成凤，一心巴望着我们的孩子有朝
一日，出人头地，过着锦衣玉食的云上
生活，却没有想到，到头来，大多数人的
孩子，还是要像他们的父辈一样，一日
三餐，亲力亲为，过着最普通的生活。

再看看我们身边的大学校园，每
天送快餐的外卖小哥来来往往穿梭在
校园里，已经成了常态，很多人感叹，外
卖食品不卫生，不利于健康，产生的垃
圾太多，却没有想过是什么造成了这
种社会现象。

当妈妈们只是一味地追求孩子的

智力成长，而忽视了民以食为天这个最朴
素的生活真理，遭殃的就不仅仅是孩子们
的胃，还有他们的健康。尤其是一些妈妈，
到了周末，带着孩子连轴转，奔赴好几个
兴趣班，却没有功夫好好为孩子做一顿丰
富可口的饭菜，我就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比起孩子们的健康，那些兴趣班实在无足
轻重。

这不，最近一段时间，流感肆虐，我身
边的孩子们无一幸免，发烧咳嗽，一个接
一个中招。那天，我一个朋友去儿童医院
急诊科挂号，竟然排到了750多号，到处都
是生病的孩子，真是恐怖极了。我忍不住
想追问：比起国外那些在操场上奔跑着长
大的孩子，我们这些被各种兴趣班填鸭式
喂大的孩子，未来真的好吗？

著名女作家池莉说，“我希望我的女
儿，首先能够从真实不虚的生活中懂得生
命意义。如果她慢慢懂得了衣食是一种大
事，勤俭是一种美德，心静是一种大气，宽
容是一种真爱，知晓是一种最好，那天下
还有什么功课她拿不到A的呢？”

看，教孩子们学会做西红柿炒鸡蛋，
学会日常的家务，学会生活自理，其实包
含了许多做父母的人生智慧，千万不要等
到某一天，到处都是只会屠龙之术的妈宝
们，最后却连怎么填饱肚子都不知道，就
太悲催了！

年龄歧视不过是一个刻板的印象而已，就好比在于先生心目中，打麻将、跳广场舞是专属老年人的爱好。实
际上，这无非就是个人爱好而已，年轻人、老年人都有喜欢和排斥的。比如，前段时间网上热炒的新闻：手里拿个
保温杯，就说明你是腆着发福的肚子的中年大叔。其实，幼儿园里的小萌娃、青春活力的学生都在用保温杯，保
温杯就是个喝水的工具，这和年龄真的不能直接挂钩。诸多刻板的印象背后深藏的无非是一颗焦虑的心。

心理学特别指出人过50岁以后，极其容易出现“黄昏”心理，而且有六个非常明显的特点：累赘包袱感、怀旧
回归感、枯燥无聊感、颓废无为感、黄昏末日感、孤独寂寞感。根据这些心理因素，我们要做的是积极调整状态，

“对症下药”，从而缓解自己都意识不到的焦虑心态。
年龄增长是我们每个人都绕不过去的现实，与其焦虑重重、刻意逃避，不如积极面对。列举两位心理学界的

泰斗，中国国际萨提亚学院名誉顾问、享誉全球的家庭心理治疗大师、90多岁的玛利亚·葛茉莉依旧在工作。86岁
的心理学大师欧文·亚隆，至今在做心理治疗和固定的写作。因此，扔掉刻板的印象，认真过好每一天，做自己喜
欢的事情，你会忽略掉年龄的困扰，更加领悟人生的智慧。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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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教育孩子之难，难在我们自己并不懂教育，却一味去要
求孩子天天向上。哪有自己不学习，却逼着孩子去学习的道理呢？想要孩子成长，我们自
己首先需要成长为最好的自己。愿我们一起陪孩子长大……

陪孩子
长 大

《水浒传》是古典四大
名著之一。自问世以来，它
所体现的匡扶正义、反抗压
迫的英雄主义精神，深深地
浸入大众生活之中。

本周六上午，大众讲坛
之山东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文史讲坛系列讲座，邀请山
东省文史馆研究馆员、山东
大学教授周峰带来“《水浒
传》邮票艺术创作谈”的讲
座。

讲座时间：11月25日
(周六)上午9:30

讲座地点：二环东路山
东省图书馆一楼报告厅

《水浒传》

邮票艺术创作谈

【大众讲坛预告】

生活烦恼 犀利速答

有话问艾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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