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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李隽楠
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周

六晚上就在震惊中始料未及
地学到了2014 年第一个娱乐
热词——“周一见”。

不追星，圈里却一直挺
喜欢姚晨和马伊琍。说来可
笑，喜欢他们的原因不是因为
作品，而是在纷乱的娱乐新闻
里看到姚晨和凌霄肃坐地铁，
看到文章和马伊琍排队吃丰裕
生煎。接地气。喜欢他们，也
因为曾经他们朴实又浓烈的爱
情。

这个事，怎么说呢，直接
受害者始终是三个女人：马伊
琍、文爱马和姚笛。

伊琍说出那一句“且行
且珍惜”，之后却需要莫大的
勇气和强大的内心去原谅与相
信；父亲对女儿的性格和日后
择偶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女儿
会照着父亲的样子去寻找伴
侣，而一旦父亲的形象不能被
信任，这对女儿是极大的伤害。
如果这段婚姻结束，爱马这个
名字都显得那么讽刺；而对于
第三者，道德上必须谴责，不
值得同情！但客观地说，“必
然先是夫妻两人的关系破裂

了，第三者才会出现”。 如果就此之后文马二人不解
决两人之间的问题，很难不再次婚变。

很多人又一次嚷嚷着“不相信爱情了”。不过别
人的爱情从来与我们无关，只有马伊琍那一句“且行
且珍惜”可以说给所有人。

婚姻，非要等到这样艰难的时刻才想到要珍惜
吗？

现在的社会，有各式各样的培训，几乎所有的
岗位都有无数培训和认证，我们为此也一直在努力
不断在学习。而为人夫妻、为人父母这样需要用一辈
子去做且要做好的事，却很少人在意。我们所有人
都是照着父母的样子去学着和另一半相处的，而现
在的情况是：有的人的父母本身就离婚了，一方对另

一方诸多抱怨；而数目庞大的留守儿童，他们更没有
机会看到父母是如何相处的，根本无法给自己和未
来伴侣的相处方式一个基本的参考；大多数的家庭
是，好的坏的都学来了，常常是可以一起玩乐，却不
知如何在吵架后善后，因为父母的吵架就常常不了了
之。

两个原生家庭对待问题还各自有各自的处理方
式，如果各执己见，新的家庭就产生了摩擦。

结婚之后，两人简单的恋爱关系忽然变的复杂
起来，单单家人和亲戚，就整整多了一倍，孩子的
出生，更让很多夫妻不得不陷入这样庞
大的关系里，逃不出，理不清。

这恐怕就是所谓“恋爱容易，婚姻
不易”。

我们究竟要怎样做？
你看到有些结婚很多年的人，但你

羡慕他们的婚姻吗？结婚多年的婚姻就
一定是暮气沉沉的吗？我们太需要学习
婚姻的相处之道了，不管是结婚 3 年，
还是30 年，我们真的了解婚姻吗？我们
真的在这段关系中成长了吗？我们真的因
为这段美好的关系而成为更加美好的自
己了吗？好的婚姻和关系是激发人，给
人动力的，而你的婚姻，给你拖后腿了
吗？

不要看别人家里分分合合吵吵闹
闹，就认为这是正常的，而不去看看那
些更幸福的家庭他们是如何做的。

不要一味期待对方给自己好的心情，
好的生活，问问自己能够主动做些什么让
这个家更美好，更让人期待和眷恋。

不要忙着指责，要记得反思。一旦
婚姻出了问题，两个人都有责任，只是多
少的关系。如果陷入被害者的角色里不
能自拔，这世上只是又多了一个祥林嫂。

也不要忙着羡慕，幸福羡慕不来，
却可以行动起来。你常常把“婚姻需要
投资，幸福需要下注”挂在嘴边，可是
问问自己：你们多久没有拥抱，多久没有
聊天，多久没有跟他说我爱你？

既然婚姻需要投资，你准备投资多
少时间，花多少心思，准备多少耐心？

且行且珍惜，文章马伊琍。

“中国好岳父”：
请放过孩子

4月1日，@ 伊琍爸

爸在新浪发布独家长微

博，解释 @文章同学昨

天为何发怒，对周刊做

法表示不满：“伊琍是我

们的女儿，文章就是我

们的儿子，儿女犯了错，

父母愿意教他们改。我

们老夫妻俩，最后请求

你们放过我们家，放过

我们的孩子。昨天我的

外孙女吃饭时突然对女

儿讲：妈妈，电视里都

在说，你和爸爸已经离

婚了？不知道你们作为父

母，听到自己孩子讲这

话是什么感受？”此文

一出，@ 伊琍爸爸纷纷

被网友封为“中国好岳

父”！

@ 丁胜：
# 中国好岳父 # 

@ 伊琍爸爸 透露了几

点信息：1.马伊琍已经

接受文章了，他们会和

好如初；2.文章主动认

错，我们接受；3.我做

父母的都不介意，你们

瞎搅和什么；4.网友看

好戏是什么心态；5.你

们爸妈知道你们在网络

里这么屌吗？都是有父

母的人，别再这样；6.父

母、女儿都搬出来了，

你们再不收手就不好了

吧！

@ 小蜗牛有点慢：
# 中国好岳父 # 

那些骂南都的人都是什

么心态呀？网友们把“周

一见”刷到头条，盼着

南都赶紧爆料，现在料

也爆了，反过来骂南都

了，无语，难怪文章没

有错也被刷上来了，三

观不正啊！

@ 最美的时光遇
見 SUN：

文章没有错，姚笛

没有错，马伊琍没有错，

马伊琍爸爸也没有错，

时至今日都是网友咎由

自取。怪只怪，这是娱

乐新闻，网友不该评

论；怪只怪，大家没

事闲的，WIFI 太顺，各

种围观；怪只怪，丈

夫出轨都不是什么大事

儿，因为他有 # 中国好

岳父 #。网友怒切网线！

文 / 品味人生
 现在的孩子大多是独生子

女，个个都是家里的“宝贝”，有
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百般疼爱。正因如此，他们的生
活能力和自理能力就越来越差了。

看着儿子一天天长大，我常
常在思考，孩子是自己的希望，
是一个家庭的希望，更是祖国的
未来。怎样才能把儿子培养成一
个身心健康的好少年呢？中国历
来流传着这样的教育理念——男
孩要穷养，女孩要富养。从这句
话中，我深深地体会到孩子的成
长是需要劳动的锻炼和在劳动环
境中得到熏陶的。作为家长，我
们帮助孩子树立敢于吃苦的坚定
信念，这样他们在未来的生活和
社会竞争中才能取得成功。一个
人不仅需要掌握各种科学知识和
职业技能，还要有肯吃苦、负责
任的精神。

在儿子7岁的时候，我就开
始想着法子让他体验劳动的快
乐。我们家住七楼，是楼梯房。
每次买米回家，我都会选择买一
袋 20斤的大米让儿子帮忙抬上
楼，儿子也挺乐意的，在妈妈面
前总要表现他的男子汉气概。到
了四楼，儿子便会一个人把米背
回家。偶尔我也会让他自己洗红
领巾，帮忙收拾家里的玩具。虽
然已经学会了煮饭，但还不会炒
菜。为了提高儿子的动手能力，了
解一些简单的营养知识，培养他
炒菜的兴趣，我和爱人决定让儿
子和他的几个好朋友来一次厨艺
大比拼。我把自己的想法与儿子的
几个同学家长进行沟通，大家都
很赞同。

为了在厨艺秀上大显身手，
我和爱人每天教儿子炒菜。比赛
当天，我们给每个孩子发10 元
菜金，孩子们在家长陪同下去市
场买菜。全部买回来后，孩子们
抽签确定比赛的先后顺序，比赛
过程中的所有工序（洗菜、切菜、
配菜、调味）全部由孩子们自己
完成。每道菜煮出来，由孩子们
自己介绍菜名，并说出它的营养
价值，然后大家就可以品菜了。
品菜的场景非常热烈，一个菜煮
出来后，便会被大家抢吃一空。
品完菜后，家长再对每个孩子煮
的菜进行点评。看着孩子们煮得
不亦乐乎的样子，我们这些家长
由衷的高兴。

其实孩子参加家务劳动，既
是学习过程，又是锻炼过程。在
这种体验的过程中，有时儿子会
打破碗，有时会弄伤手，有时会
把菜做得很不好吃。遇到这样的
情况，我总是给予他鼓励和帮助，
让他知道成长的路不是一帆风顺
的，总会遇到挫折和困难，但作
为一名男子汉要勇敢地面对。如
今，儿子的自理能力和生活能力
越来越强，对下厨有了浓厚的兴
趣。双休日，他还时不时就要露
几手，花点心思，弄点花样，给
长辈们一点小惊喜，这让我感到
特别开心。

 我心底由衷地感叹：我的儿
子长大了！

秀照片，晒故事，赢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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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林海东
最近几天，茶叶蛋很红。

“大陆人吃不起茶叶蛋”，这是台湾教授高志斌
的“高论”，出现在台湾电视谈话节目，一位大陆网
友以微博发表评论，短短 5天转发近 5万次，引起
大陆网友广泛的讨论，讽刺台湾人是井底之蛙。

茶叶蛋不是什么稀罕物儿，即便是物质匮乏的
上世纪70 年代早期，也有的吃。后来，改革开放
了，茶叶蛋更是不稀罕。80 年代中期我上大学的时
候，早餐一般都有一个茶叶蛋，后来则大多作为方
便面伴侣入口。80 年代有句调侃“脑体倒挂”的玩
笑话，说“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由此可见，
在那个“万元户”的时代，卖茶叶蛋的生意还是收
入颇丰的。这里要做一点名词解释，所谓“脑体倒
挂”，是指在同等的工作时间里，脑力劳动者的报酬
低于或等于体力劳动者的报酬。翻译成现在的话说，
就是白领不如蓝领赚的钱多。

大陆人民能不能吃得起茶叶蛋，这件事情我从
来没有想过，因为鸡蛋很普通，茶叶蛋也不稀罕。
为了验证台湾那位产业辅导讲师高志斌先生的“大陆
人民吃不起茶叶蛋”的说法，我特意考察了一下深
圳的早点摊儿，一个茶叶蛋的价格基本都是两块钱
左右，而且一锅一锅卖得似乎都不错。

高志斌先生有没有来过大陆，我不晓得，但他
先是说大陆人民根本消费不起茶叶蛋，事情热闹起
来之后，又回应媒体说“不能拿内地跟温州比”，并
举例说河南郑州的农村人还是消费不起茶叶蛋。于
是，茶叶蛋躺在锅里就中了两次高先生的黑枪。听

高先生的说法，似乎他是来过大陆的，而且知道温
州比内地某些地方富裕，也知道河南农村还是欠发
达，这些也算是实情，但问题是，他老先生怎么就
知道大陆人民消费不起茶叶蛋呢？我想，要么是高
先生到过的地方没有吃茶叶蛋的风俗，要么就是想
当然。

两岸三通已经很有些时日了，两岸人民的互相来
往也越来越频繁，但两岸间毕竟有过那么多年的隔
绝，也不是每个人都了解对岸的实际状况，即便互访，
大多数也不过是游山玩水走马观花。所以，有台湾
人民以为大陆人民吃不起茶叶蛋和方便面、不知道
茶叶蛋是很多大陆人民的方便面伴侣，也就不足为
怪。遥想70 年代，那时候我们还以为台湾人民都在
水深火热之中，男人都在基隆、高雄码头上给美国
鬼子当苦力，女人都被美国鬼子随意蹂躏，小孩子
都衣不蔽体满街捡烟头儿，一想起台湾总以为那儿
从来都是乌云遮天总也看不见太阳，殊不知那时台
湾已经开始进入“亚洲四小龙”的行列了。那时候我
们以为台湾人民连饭都吃不上，更不用说吃什么茶叶
蛋了。这就是隔绝的结果，也是宣传的结果。

当下，在我们很多大陆人民自以为了解台湾、纷
纷变成“国粉”的时候，高先生让我们知道，还有
相当一部分台湾人民对大陆的认识，其实还停留在
我们70 年代对台湾的认知水平上。

两岸交流交往，任重而道远。由高志斌先生的
“茶叶蛋论”看来，信然。高先生如果有机会来大陆，
我愿意做东，陪他去河南，考察一下那里的农村人
民是不是吃得起茶叶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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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有儿初长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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躺在锅里中枪的茶叶蛋

且行且珍惜，文章马伊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