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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看孩子带做家务

365 天连轴转

家长里短

带娃婆婆
带娃婆
婆：
我过得不如
“996
996”
”
“996”成为热词，它是
指早上 9 点上班，晚上 9 点
下班，并且一周工作 6 天
的工作制度。对于这种高
强度的工作状态，年轻人
都表示承受不了。不过，
却有不少老人表示，他们
给 子 女 带 娃 ，何 止
“996”
——

婆婆带娃
小夫妻大撒把
小美生了孩子后，婆婆就结束
了“补差”，从老家河北省赶到天津
全心帮小两口儿带孩子。在小美
休产假期间，婆媳两个人虽然因为
育儿观念不同有过小争执，但总体
来说相处还是融洽的，但等小美休
完产假重回单位上班，婆婆一个人
在家带孩子，婆媳之间的矛盾不知
不觉却加深了。
开始，婆婆带孩子的积极性很
高。白天小美和老公大勇上班走
后，婆婆一人在家，又是哄孩子，又
是炒菜做饭，还捎带着把家务活都
干了，甚至把小两口儿的衣服也洗
了。在单位忙了一天，进门看到宝
宝干净漂亮，家里整洁有序，饭菜
丰富可口，小美觉得还挺省心的。
时间长了，小美和大勇就养成
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习惯，成
了甩手掌柜。宝宝乖巧时她和老
公抢着逗，觉得挺好玩，宝宝稍微
有点闹人，他们就叫着“找奶奶去

长镜头

喽！”把孩子交给婆婆。家有老人
一身轻 ，两个年轻人仍像以前那
样或玩游戏，或刷微信，很是逍遥
自在。
小美没有注意到，随着宝宝一
天天长大，婆婆却日渐消瘦，脸上
的笑容也没有开始灿烂了。
这天，
小美下班回来，
餐桌上不
像以前那样摆好了饭菜，宝宝睡着
了，
婆婆躺在宝宝身边，
说有点不舒
服，让她自己做饭吃。小美问婆婆
哪里不舒服，
要不去医院吧，
婆婆说
就是有点累，
躺一会儿就好了。
小美吃现成的吃习惯了，在厨
房忙得焦头烂额也没忙出个名
堂。正火烧眉毛时，大勇进门了，
她赶紧向老公求援。这时宝宝也
醒了，婆婆没有起身，而是叫大勇：
“快把宝宝抱去撒尿。”大勇看出家
里气氛不对，左右为难，最后还是
哄起了宝宝。小美看婆婆有情绪，
她也不高兴。不就是一顿饭吗，大
不了叫外卖，至于吗？这样一想，
她的脸色也不好看。

心寒没人疼
婆婆“撂挑子”
后来的日子里，小美和婆婆的
关系就有点微妙。婆婆不再大包
大 揽 ，只 带 孩 子 ，饭 也 不 好 好 做
了。上班累，下班回来还要操持饭
菜，小美对婆婆心有不满，脸上不
自觉地就表现了出来。
眼看到了清明小长假，大勇却
出差在外，小美正觉得无聊，闺蜜
约她出去玩。小美想着自己自从
怀孕都没旅行过，就心动了，刚好
也趁这个机会给宝宝断奶。婆婆
听说后，勉强笑了笑。
小美和闺蜜去外地尽情玩了
几天，等她兴冲冲回到家，看到的
是一地狼藉，家里乱七八糟的，心
情顿时变坏了。婆婆对小美带回
来的礼物反应冷淡，吃饭时告诉小
美，她已买好了第二天的火车票，
要回老家一趟。小美一听头都大
了，大勇出差还没回来，她还要上

腾出手来拥抱
他天天早出晚归，生活已然没有上下班之分，仿佛
只剩下了工作。有时候回来得稍微早一些，双手也一定
捧满了文件。
一个周末，他一手拿起公文包，一手拿着面包，照例
要出门去加班。临走时，儿子突然叫住了他：
“ 爸爸，等
一下。”他转头，挤出了一个笑容说：
“ 什么事呀？”儿子
说：
“ 想让你抱抱我。”他一下子怔住了——自己有多长
时间没有拥抱过儿子了？
他放下手里的公文包，放下准备在上班路上啃的面
包。现在，他一直不曾空闲的双手终于腾了出来。他张
开双臂，深情地抱住了儿子，又揽住了妻子。而他自己
的内心也充盈着暖暖的幸福。
乔凯凯

班，宝宝怎么办。她请婆婆等大勇
回来再走，
婆婆没有答应。
婆 婆 说 走 就 走 ，小 美 措 手 不
及，赶紧请假，正赶上单位要准备
迎检，领导对她在关键时候请假很
不满意。小美一气之下给大勇打
电话：
“你妈罢工了，我请假又被领
导骂，你看着办吧！”大勇人在外地
身不由己，只好向妈说好话。电话
是大勇爸爸接的，爸爸开始火气很
旺：
“不给你们带娃了，再带你妈就
累坏了！”发了一通火后，爸爸才稍
微平静：
“你也为人父母了，怎么不
知道体谅你妈呢？现在网上都说
年轻人 996 工作制很辛苦，我看你
妈更苦。人家好歹还有一天休息
时间，你妈倒好，一天到晚，一周七
天，一年 365 天，天天如此，就是铁
打的人也受不了呀！
”

周末“放假”
化解婆媳矛盾
婆婆没请回来，小美只好请了
个临时保姆以解燃眉之急。但她
不放心呀，人在单位心牵家里，工
作不断出纰漏，挨批是难免的。好
在单位迎检总算告一段落，大勇也
出差回来了。两个人一商量，互相
交替着请假在家带孩子。真是不
带孩子不知道，这一岁大小的娃精
力咋那么充沛，没一刻能闲下来，

点评

燕子
“借”
泥

王宪惠 绘
好不容易等他安睡了，夜也深了。
一天下来，小美累得腰酸腿疼，叫
苦不迭。她体会到了婆婆的辛
苦。她年轻力壮尚且感到吃力，何
况 50 多岁的婆婆？
小美准备周末回去接婆婆，向
婆婆道歉，没想到婆婆不请自回。
看着婆婆抱着宝宝亲个没够，小美
鼻子酸酸的。
从那之后，小美和大勇下班回
来后也让婆婆“下班”，他们一个哄

宝宝，一个做饭，尽量不让婆婆插
手。婆婆也闲不住，不是陪着她逗
宝宝，就是给大勇打下手。一家人
忙乎不停，
却笑语盈盈。
到了周末，小美就把婆婆“赶”
出家门。或回老家看公公，或来个
周边游，总之，让婆婆过个轻松愉
快的周末。
自 从 有 了“ 下 班 ”时 间 和 周
末“假期”，婆媳俩就再也没生过
嫌隙。
杨莹

看“孙伙计”
不能
“透支”

很多“50 后”
“60 后”是在完全
没有心理准备的情况下接下了看
“ 孙 伙 计 ”的 任 务 。 带 孩 子 过 程
中，他们全心全意付出，甚至咬牙
坚持，希望把孙子带得更好，但有
时却事与愿违：有些子女不仅不
懂“感恩”，而且还拿爹妈透支身
体的付出当理所当然；但凡有一
件事不称子女的心，就会招来孩
子们的不满。
与其像案例中那样等矛盾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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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老人再用“撂挑子”这种极端的
方式解决，不如从一开始，就在心
里画一条“红线”：什么事管，什么
事不管。这种做法可能一上来会
让子女产生不满，但却能为两代人
长期合作打下良好基础。此外，这
也是逐渐锻炼子女担负起养育下
一代责任的过程。
老人带孩子的“累”，年轻人是
体会不到的，所以在子女面前，老
人要多“示弱”，让子女多承担。毕

竟对于老年人来说，维护自己的身
体健康是第一位的，如果老人倒下
了，不仅没人看“孙伙计”，子女还
得腾出手来照顾父母。
在这里也对年轻人说几句。
你们也已为人父母，所以应该更多
体谅自己父母的“不容易”，肩负起
养育子女和赡养父母的责任，为下
一代做好人生榜样。须知：老人的
今天就是你们的明天。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刘士霞

春暖花开后，有着乡土情结的我，便搬回乡下老宅
居住。早晚时间里，乐此不疲地归置侍弄那院里的菜畦
花木。周日，翻覆旧土，新开出一方菜畦，趁下种前，灌
水增墒，遂满畦新土成泥。累了，退一边，坐凳上擦汗，
稍事休息，
享受着发呆的神态。
忽跟前，伴呢喃声，有活物飞过，又转瞬即逝。睁眼
仰望，有数只燕子，于头顶盘旋，几欲下沉接近。我旁无
食物，
满身更无招惹处，
燕子屡冲我来，
为何？
困惑中，携座离开此“是非处”，退到屋门晾台，复
坐，
再观，
释惑。
原来，燕子们是看上了我刚刚翻土浇灌过的一畦
春泥。
我离开后，数只燕子对着一畦春泥屡屡俯冲，起起
伏伏，瞬间用嘴衔泥，上下反复，你来我往，伴随着欢悦
的呢喃鸟语，
好一幅生动有趣的春景图。
因那燕子在附近重做新窝，由柴草搭建更需要新
泥，而村内街巷院路多已硬化，村外农事活动减少，加上
春旱干燥，这新泥原料也算是难得。想是那聪明的燕子
于空中看上了俺家的畦泥，
不客气地来取，
有借无还了。
对此我更是乐此不疲，求之不得。我退坐在不远
处，不动声色地尽情欣赏着这一“春燕衔泥图”，享受着
重返农耕时代及童年时的感觉。同时心想，若能与人共
享这一如今已不常见的画面多好。正巧五岁的小孙子
从屋里出来，我赶紧将他止步，揽于怀中，指点着燕畦，
解说了许多……

杨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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