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052014年1月28日  本版编辑／刘洋  版式／王蕾
电话：0731-82333131  E－mail:liuyang@fengone.com博文·阅读

文 /hsgz126
牛牛是提前来的——他是个早产儿；牛牛

是特殊的——他的母亲是个身体有点障碍的母
亲；但牛牛是既幸运又幸福的孩子——因为他
生在我们这个充满爱意的温暖家庭里。

牛牛的妈妈生活不能完全自理，不能像其他
孩子的妈妈那样，给还在肚子里的孩子无微不至
的母爱和胎教。像是急于要早点给我们这个家庭
带来生机一样，牛牛提前预产期 1个多月降生。
早产的牛牛乖巧而瘦弱，却很坚强。我们给他
取名牛牛。

“凤网幸福 E 家网络亲子秀”博客大赛获奖名单揭晓

写故事，晒照片，获幸福大奖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吴雯倩）“这篇作

品文笔不错，表达了孩子对在外打工父母的理
解与感恩，照片也充满阳光向上的气息。”“这
篇文章清新质朴，一位智慧的妈妈用生动有趣
的方法教孩子写作文，很有新意。”1 月 17 日，
凤网“幸福 E 家网络亲子秀”博客大赛专家评
审会在长沙召开，评委们针对入围作品进行现
场点评和评分，最终揭晓本次活动的一二三等
奖及单项奖。

“凤网幸福 E 家网络亲子秀” 博客大赛是
湖南省第二届网络文化节强档推出的 17 项主
题活动之一，运用网媒特有的互动形式和女性

网站亲子品牌强力打造，旨在弘扬健康向上的
家教理念，倡导和谐美满的家庭关系。此次活
动自开展以来，得到了众多爸爸妈妈们的热心
参与，大家用文字和图片记录下自家宝贝的趣
事、囧事，分享有价值的育儿理念。经过第一
轮严格筛选，组委会从 8000 多篇参赛作品中
甄选出 155 篇进入第二轮网络投票评选。网络
投票从 2014 年 1 月 5 日启动至 1 月 15 日中午
正式结束，共计 754 万人次参与投票，单篇最
高得票达 40 多万。票数排名前 60 位的作品进
入专家评审环节。著名作家、教授骆晓戈，婚
恋专家、婚姻家庭咨询师金苑、丹妮，湖南省

妇联宣传部部长李凯辉，今日女报社副社长聂
朝霞，今日女报副总编辑、凤网总编辑杜介眉
等评委对入围作品逐篇评分并进行现场点评。

在评审会上，各位评委认为，本次参赛作
品感情真挚，文风朴实，传递了很多科学的育
儿理念，非常值得推广。

本次评选采用网络投票与专家评审相结合
的方式，综合两个环节得分，最终评出《一碗
汤的规矩》、《教育是一件缓慢而美妙的事情》、

《甜蜜的负担》等 22 个奖项进行公示。（优秀
作品将陆续刊载，敬请关注《今日女报》）

1月25日，“中国一姐”李
娜成为首个拿到澳网女单冠军
的中国人，这是亚洲人首度夺
得澳网单打冠军，也创造了澳网
最“老”女单冠军的纪录。但
相比这些荣誉，人们议论最多
的，还是李娜的那番获奖感言。

夺冠的一瞬间，李娜的脸
上写满了激动，第一时间朝自己
的包厢狂奔，踩在椅子上与自己
的团队分享夺冠的喜悦。颁奖
环节，李娜抱着达芙妮杯用“娜
式幽默”感谢了自己的团队，“首
先我要谢谢经纪人马克斯，因
为你让我变得富有。”在全场哄
笑过后，中国金花继续说道：“然
后就是体能师阿莱克斯，和你
合作四年我再没有受伤，说明
你做得真好。当然去年决赛摔
倒除外，但那不是你的错，而
是我自己的问题。哈哈。”此时
全场球迷都被李娜的幽默感逗
乐了。

“接下来我要感谢教练卡洛
斯。谢谢你一直信任我、支持我。
我们的冬训虽然很辛苦，但显
然是相当成功的。”微笑鼓掌
的阿根廷人此时双手指向姜山。

“当然下一个就是我老公了，比
我还要出名的老公，谢谢他放
弃一切，只是为了陪伴我旅行
参赛，成为我的练球搭档。另
外还有就是收拾球包、拿球拍。
但你也是个幸运的家伙，因为
你找到了我。”

●一 等 奖    
默默小丫《一碗汤的规矩 》
Hsgz126《夕映朝霞沐稚苗——
外公外婆的隔代育儿实践》
●二 等 奖   
刘漫娟《教育是一件缓慢而美妙
的事情》
苹果不哭《甜蜜的负担 》
山山妈《山爸山妈的育儿观 》
网络宝贝《小学生活随感：平和
心态，静待花开 》

●三 等 奖    
春之呢喃《外公，给您拜年啦》
迪蔓心湖《走在路上的时光 》 
品味人生《我家有儿初长成 》
雅雪伊芳《女儿趣言趣事 》

爱上爱的味道《踏春 》
光明飞翔仔仔《带儿子找春天》

●最佳勤力奖　
念祖妈

●优 秀 奖     
段淑芳
阳蜜蜜
明河共影
米妮
心暖花开
岸芷老师
ouyangxuejiao
芷仪
上善若流水    

E 家网络亲子秀获奖名单

夕映朝霞沐稚苗——外公外婆的隔代育儿实践

牛牛的爷爷奶奶远在农村，有舔犊之心却
难尽喂养之劳。因为牛牛母亲的原因，为了让牛
牛有个健康的体魄和健康的身心，我们做外公、
外婆的虽说年逾花甲，却出于老年舐犊的本能，
承担起了孩子的教育、管理任务。牛牛的出生让
我们这个有点特殊的家庭带来了特殊的生机，也
带来了根本的转机，使我们老两口时刻充满着笑
声与憧憬。

生下来的第一天起，外婆就带着牛牛睡觉，
一把屎一把尿地忙碌更替，点点滴滴艳照寸草春

晖。虽说外公外婆都是学医的，都是知识分子，
都明白本能的隔代亲情、过分的宠爱溺爱，都有
可能淹没孩子的正常心智成长。所以我们把目标
立意在“二健”上——给孩子一个健康的身体
和健康的思想。

“人之初，性本善。”《三字经》开章明义，
深刻揭示了人类自然的本性。一位哲人则更详细
地阐明了这一点“无论哪个孩子，当他出世的时
候，都具有优良的品质。在他成长的过程中，会
受到很多影响，有来自周围环境的影响，也有来
自成年人的影响，这些优良的品质可能会受到损
害。所以，我们要早早地发现这些‘优良的品质’，
并让它们发扬光大，把孩子们培养成富有个性的
人。”

为子拓宽视野，培养孩子养成健康的生活方
式和良好的习惯，一方面我们尽量利用空闲的时
间带着牛牛乘飞机、坐火车，东南西北，到处走
走看看：桃花源里、清水湖畔、青城山上，都
江堰旁、海底世界、动物乐园……都留下了牛牛
欢乐的身影。今年国庆期间，我们一行到韶山游
览，参观毛主席故居时，我们站了三个多小时的队，
都感到有些吃不消，问牛牛累不累，他一路上蹦
蹦跳跳，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累。我们感动得不行，
一个劲地夸他真棒，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另一方面，我们格外注重家庭环境的营造，
并时刻慎言笃行，时刻以自身好的言行影响孩子。
家里种花种草，保持整洁。我们从不打牌，来
了客人也不组织在家里打牌，我们从不吸烟，来
了客人请到吸烟室吸烟。我们承诺：决不当孩子
面大声说话和争吵，也不当孩子的面说些不愉快
的事情。孩子在家的时候，家里就是孩子的欢
乐世界，一方净土。我们放下家中的活，手中的
书，尽情地和孩子做各种游戏：搭积木、拼画板、
唱歌、做体操、讲故事……家里充满了欢笑，荡
漾着幸福，天伦之乐，我们尽情享受。我们从不
强迫孩子学什么，做什么，只要他喜欢的，合情
合理的，我们尽量满足他。让孩子在童话世界里
自由自在成长，让孩子的优良品格在浪漫的氛围
中尽情的舒展，这是培养孩子的一方沃土，这是
孩子通向成功路上坚实的阶梯。

同时我们还给牛牛平时的生活制定了时间

表，起床、洗嗽、吃饭、学习、玩耍都有大致的
时间安排。上幼儿园后，我们结合幼儿园的作息
时间安排好家里的生活节奏。日常生活中，一有
机会我们就有意识的培养牛牛的独立意识和动手
能力。有时候打扫卫生，我们就会有意当着牛牛
面念叨自己年纪大了，不中用了，腰都弯不下去，
桌椅板凳的腿擦不到。牛牛总会热心“救场”，
我们也不失时机的表扬一番，突出他的重要性。

怎么让牛牛对妈妈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去心
疼妈妈、喜欢妈妈，一直是我们努力做的工作。
我们知道妈妈没有很好的能力去看管他、照顾他，
随着年龄的增长，担心他和其它孩子的妈妈作比
较产生自卑的心理，这极不利于他健康成长。我
们决定不避讳他妈妈的事（告诉他妈妈出生的不
幸），告诉他是妈妈把他带到了这个世界上，讲
妈妈爱他的故事，教他《世上只有妈妈好》、《妈
妈你好》、《妈妈的吻》等亲妈妈的歌曲，精心培
养和妈妈的感情。“子不嫌母丑”，我们深信，只
要我们坚持不懈的努力，牛牛长大了也一定会深
深地爱着妈妈。

牛牛的外婆三年前就退休了，现仍留在医院
工作。最近有省城医院高薪聘请她去工作，并答
应给我们房子让我们全家一起居住。牛牛从只言
片语中感觉到了什么，一连几天缠着外婆唠叨：“外
婆，我不要你去。”、“外婆，我舍不得你呀”、“外
婆带你一起去好吗？”“我舍不得西西老师呀”、

“还有呢”，“也舍不得王老师、兵兵老师呀”。我
们真诚感谢中心幼儿园的老师们在牛牛心目中留
下“舍不得”的印象。这童年的时光，这美好的
印象一定会伴随着牛牛一生幸福的成长。

现在外婆已决定不去外地工作了，她认定没
有哪项工作比带好牛牛更重要。牛牛舍不得外婆，
外婆更舍不得牛牛。

都说隔代育儿有可能会毁了下一代，会把孩
子惯成“小皇帝”。我时刻自警，好在牛牛很争气，
健康成长，阳光大气，一直以来都令我们二老在
辛劳中感到开心，更感到欣慰。

回想抚育子女后，接力抚育外孙，我感慨万
千又充满信心。我们能把自己的儿子送到中国科
大，送到国外留学，我们也一定能够把牛牛送到
更好的地方去学习、深造，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才。

为“娜”些获奖感言
点个赞

■微博推荐

■麻辣点评团
@ 许建立：
李娜感谢了她的团队，感

谢了她的丈夫，连对手也一并
感谢了。她的语言很生活化、
很温情，也不乏幽默，好几次
被现场的笑声打断。在电视上
看到这些场景，也不禁为她叫
好。

@ 王封：
这番获奖感言确实很有人

情味，尤其是她对姜山说的那
句“你也很幸运娶了我”。这种
方式的获奖感言让人感到亲切，
比一些呆板、程式化的感言强
多了。但也有人对这种表达方
式持否定态度，认为这是在否
定国家、否定集体，更有甚者“上
纲上线”，把这种语言看作是“西
方式”的表达。获奖感言本来
就是喜悦心情的真实表露，没
那么多条条框框。

@ 娄士强：
相比李娜，短道速滑选手

周洋就没这么“幸运”了。她在
获得冬奥会冠军之后，说的是

“让我爸我妈生活得更好一点”，
没想到却遭到了体育主管部门
一位领导的批评。个人取得成
绩，确实离不开国家的培养帮
助，但对国家的感激之情未必
非要说到嘴上。说话走心、真实，
才是大家喜闻乐见的。那些一
张嘴就是官话、套话的，反而
让人觉得虚伪。领导批评周洋
时的那句“首先还是要感谢国
家”，就被很多人拿来调侃。

评审会上，专家评审对作品展开评议。吴小兵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