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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的“无手机日”
□作者：刘 恋

家 事

“妈妈，我给你唱首歌吧。”正在看书，小家

伙悄悄转到我身后。

“好啊。”我摸摸他的脑袋，目光并不舍得

离开手中的书。

他不计较，小嘴一张，就开唱。听不清歌

词，模模糊糊捕捉到了“爷爷”两个字，我不由

抬起头——幼儿园里教新歌了。

他触到了我饶有趣味的目光，小小的身

子开始悄然往后缩，声音也逐层弱了下去。

我一笑，低头，佯装继续读书。他的嗓门顿时

扬了起来。

实在太想听清歌词，我忍不住再次抬起了

头。他又小老鼠般往后退，声音变得糯糯的、

软软的，如同藏在鸟窝里探头探脑的小麻雀。

我不忍，垂下眸子，视线重新落回在文字上。

他的歌声又再次陡然升高，变得嘹亮、清脆。

我深感好笑，又弥生好奇，耳边不断跳出

“爷爷”“奶奶”等字眼，韵律颇为欢快，他的奶

稚出汁的歌声犹如小触手直挠人的心底，让我

特想听清歌词，偏生又听不太清……他歌声一

停，我立即向他伸出一个大拇指，正想问歌名，

他已笑吟吟地走向我，眨巴着眼睛问：“妈妈，

你知道我刚才为什么唱歌声音不大吗？”

“为什么呀？”我也笑吟吟。

“因为你一看我，我就害羞了。”他认真而

庄重地嘟着小嘴解释。

他双眸澄澈，瞳仁中跳动着惊奇的我。自

己不是小孩子已经太久，久到我只知道“童言

无忌”“坦诚无虞”，竟已记不清幼童也可以做

自我剖析。

记得上次被他撩动心弦，还是那个静谧的

傍晚。前一天，我有晚自习，回到家，他已安

睡。次日，我有早自习，去上班时，他还在梦

乡。中午，他在幼儿园，没回家。晚上我们相

见，顿生三秋之感。

“航航，妈妈好想你呀。”我抱起他。

“我也想妈妈。”他撒着娇，把脑袋抵在我

的下颌。

“那你昨晚怎么不等我回家再睡呢？”

“因为，我太想妈妈了。”他没有任何迟疑

地流水般地表达着，“太想妈妈了，我就想快点

做梦，梦到你。”

我讶异，觉得世间最美的情话也不过如

此。那一刻，我恨自己不是诗人，若是，我定能

写出灵动的诗句，来描摹这句话带给我内心的

震颤。

细碎生活中，小孩子不加雕琢的诗情画意

会冷不丁直击你最柔软的心底，而他随时都会

溢出的欢快更是让你不觉间就氤氲其中，有

时，你甚至会被他永不安分的小脚丫所感染。

每每下班回家，敲门——门悄无声息地打

开，站在那边的定是婆婆；如果听到的是一阵

沉稳的脚步声，来开门的必然是大儿子；倘若

门那边传来的是一通由远及近的“哒哒哒”的

小跑声，如同一匹俏皮的小马在撒欢，不用质

疑，这定是正在咧嘴笑的小航航。

门打开一条缝，先是一双亮亮的眼睛在忽

闪忽闪，然后就是他如花盛开的小胖脸，“妈

妈，你回来了。”他伸出柔嫩热腾的小手，把我

拉进去，再张开小胳膊，麻糖般缠在我身上，雷

打不动地习惯性地笑问，“妈妈，你给我带什么

好吃的了？”如有，他会喜不自胜，客厅中，得胜

将军般欢呼着转圈；若没有，他也不沮丧，毫无

介怀地转头就去摆弄心爱的玩具。

《圣经》有云：“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

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智慧无边的造物主一

眼就看穿了人性中最值得宝贵的地方——纯

净的心思、干净的情感、洁净的快乐。正如贾

平凹先生在《我的老师》一文中所写，他甘愿认

朋友的三岁半的孩子为师，从中学到“口锐者

天钝之，目空者鬼障之”的道理，并且，自己承

认“他使我不断地发现着我的卑劣，知道了羞

耻”。

是的，我也深以家中有“小良师”为喜。

家有“良师”
□杨明明

真情

有话好好说
□作者：马晓炜

态 度

12 岁的女儿和 4 岁的儿子，为切换频

道发生了争执。面对儿子的嚎啕大哭，女

儿突然提高嗓门：“哭、哭，哭能解决什么

问题？有话不会好好说。”儿子似乎被震

到了，止住哭声，用手抹着眼泪与女儿商

量：“姐姐用平板，宝宝看电视，这样好

吗？”原本盛气凌人的女儿，听他这么一

说，愉快地同意了。

遇事有话好好说，这还要从我和女儿

的一次纷争说起。

那天女儿躲在房间做作业，待吃晚饭

了，妻子三番五次催她，可我们只闻其声，

不见其人。我颇感蹊跷，便推门一探究

竟。女儿看我进来，慌里慌张把手中的东

西藏了起来，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我也

没有多问，只是提醒她赶紧吃饭。

餐桌上，女儿还在得意洋洋，我故意

询问她作业完成没有。没想到女儿理直

气壮地回答：“没有！”“躲在房间里干什

么？莫非做坏事。”女儿顿时产生了反感，

“凭什么告诉您？”平时乖乖女的她，竟然

和我呛上了，我有些恼火，夺下她手中的

筷子，以彰显我做父亲的威严。女儿如同

受了天大委屈，跑进房间，拿出信封一样

的东西，撕了个粉碎，撕完之后哭得别提

多伤心了。

妻子埋怨我太冲动，事情没搞清楚，

吃饭时就指责女儿，影响孩子身心健康不

说，也让亲情受损。妻子的话，使我深感

自责。

经妻子了解，原来第二天是父亲节，

女儿忙着制作贺卡，准备次日早上给我个

惊喜。由于我的冲动，女儿一片孝心被冤

枉了，她不感到委屈才怪呢，倘若我换种

方式和语气，也不会闹得父女“反目为

仇”。

解铃还须系铃人。我主动向女儿承

认错误，征得她的谅解后，表示往后凡是

老爸做错了事，或者说话不好听，可以当

面指出来，我一定虚心接受，并加以改正。

不仅如此，当天晚上，我们还召开了

个家庭会议，会上达成一致共识：今后生

活上无论遇到多么不开心、多么不顺心的

事，自觉做到不冲动、不耍性子，以阳光的

心态、平和的语气好好说话，真诚对话，不

能出现因话说不好影响家庭和谐。而作

为父母，我和妻子绝不以“家长式”方法，

培养教育孩子，倡导和谐的家庭民主氛

围，营造春风化雨般的成长环境，谁说得

有道理就听谁的，谁做得对就遵从谁的，

谁没有好好说话，主动去提醒、乐于去帮

助。从那以后，有话好好说成为我们家每

个成员的自觉行动，也成了我们为人处事

的一种风尚、一种品德、一种修养。

在一起 苗 青/摄

父亲治家有良方
□作者：毛伟涛

家 风

父亲是家里的长子,下面有一个弟弟,

三个妹妹。老实本分、与世无争的爷爷，

一辈子没有什么本事，只是守着家里的几

亩薄田。所以，自从结婚后，父亲就开始

当家。给二叔找工作，盖房，结婚，三个姑

姑出嫁都是父亲一手操办。如今，父亲也

已经年近古稀，子女一辈也早已成家立

业，可谁家有个大事小情，还会先来告诉

父亲，听听他的意见。

父亲常常教育我们，一家人就应该多

走动，常团聚，如果经常不联系，再亲也会

疏远，家人之间还要相互理解支持，有困

难了要互相帮助，家和万事兴。他对我们

姐弟三人要求严格，在家一言九鼎，没人

敢不听他的。大姐在一家星级酒店做餐

饮部经理，手里也管着百十号人，在单位

也算是个人物，可到了父亲面前，依然毕

恭毕敬。前年，堂弟结婚，大姐因为临时

出差，没有参加，被父亲责怪了很久。

每年过年，我们堂兄妹，表兄妹都会

来给父亲拜年，顺便汇报一年来的工作、

生活情况。父亲不仅会认真倾听，还会热

情地给出建议。他给大表姐说，不要因为

工作忙而忘记看望父母，以后要多陪他们

出去走走，说堂弟家买的车太贵了，虽说

如今生活好了，但也不能奢侈浪费，要替

孩子的将来考虑，让小表妹明年一定要带

回男朋友。我们都是乐呵呵地听着，并都

表示愿意听他的。

那年，奶奶生病住院，二叔和姑姑们

都赶到医院看望奶奶。父亲说，老人年龄

大了，身体越来越不好，医生说这次可能

要一两个月才能康复。听完之后，二叔和

姑姑们都争着要照顾奶奶。父亲想了想

说，二叔家的小孙女刚满月，需要人照看，

二婶就不用照顾奶奶了。二姑最近好不

容易找份工作，也不用来了，小姑家种植

的蔬菜大棚也快收获了，也不用管了，就

让母亲和大姑轮流照顾就行了。父亲说，

照顾老人是我们的责任，但也要照顾好自

己的小家，各家都不容易。父亲就是这

样，把各家的事都装在自己的心里。

前些年，小姑不务正业，整天幻想者

一夜暴富，热衷于各种网络投资理财。后

来被骗了十几万，半辈子的积蓄，所剩无

几，连生活都捉襟见肘。等到小姑家的表

弟准备结婚，女方要求在城里买房时，小

姑被逼得欲哭无泪，跑来求父亲帮忙。父

亲召集全家人商量对策，二姑说，小妹她

不听劝，当年让她别相信那些，现在后悔

了吧。大姑说，我给儿子刚买了房子，手

头也不宽裕，二叔没说话，看表情也不愿

意借钱给小姑。父亲听大家说完之后，先

是狠狠地数落了小姑，接着话锋一转：大

家的心思，我都懂，老五那些年不着调，成

天异想天开想发财，如今她自己也后悔

了，她家介绍了几个媳妇都没成，现在这

家好不容易同意，两个孩子关系也好，都

是一家人，有难了就要帮，难道眼睁睁看

着她们家烂散了？我和你嫂子已经把攒

的五万元借给了她，你们也都拿出点。大

家看到父亲表态了，也就纷纷出手，帮小

姑渡过了难关。

父亲年轻时，为了这个家，饱尝了人

间苦辣，历经了生活艰辛。他把自己亲手

筑造的家视为珍宝，他始终认为勤劳、善

良，节俭，孝顺是持家之道，他相信情浓于

水，他把亲人感情、家庭和睦看得比什么

都重要。父亲也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家的

意义，爱的真谛。

窗外 汤 青/摄

“现在开始上交手机！”婆婆一声

令下，我和老公立马将手机调成静音

模式，乖乖将手机上交。每周日，是我

家的“无手机日”，在这一天的时间里，

手机都交给婆婆保管，家庭成员一律

不能玩手机。

家里为何突然多出这么一条铁的

纪律，还是从三个月前说起。那次，婆

婆回了趟娘家，顺道去看了以前的老

同学梁姨。听婆婆说，梁姨在乡下承

包了几百亩地，打造出一片花海，生活

水平大大改善，本以为步入小康家庭

的梁姨幸福感很高，但一切都因为一

部手机而改变。原来，梁姨家有一个

独生女，长得很是漂亮，但是个手机

控，时时刻刻盯着手机。一次，在骑电

动车的时候，突然停下车刷视频，发生

了车祸，后果严重到连智商都受到了

影响。婆婆听过之后，唏嘘不已，感慨

良多。

其实，电视也报道过类似的事例，

但是总觉得这些事离我们很远，事情

只有发生在自己身上或者自己周围的

亲人朋友身上才会警惕。那天回来之

后，婆婆看到我热衷于刷剧，老公沉迷

于刷各种小视频，便再也忍不住了，把

我们叫到了一起，说了事情的来龙去

脉，还自告奋勇地当起了家庭的监督

员。我和老公虽然是个十足的手机

控，但也深知沉迷手机的危害，所以立

马同意了婆婆的这个决定。

说来容易，做来难，一开始“无手

机日”进展的并不是很顺利。我和老

公离开手机之后产生了不适感，时常

感到乏味无趣，甚至是无所事事、百无

聊赖。我们总是以借口有电话，借口

回消息找婆婆要手机。但是次次都被

婆婆果断回绝，因为婆婆知道，并没有

任何人来找我们，都是心理作怪。

在被多次拒绝之后，我和老公已

经知道此路不通，便开始找其他的消

遣方式。“要不，咱们去看书吧，前几天

有一家书店刚刚开张！”老公一建议，

我立马附和。于是，我和老公来到了

家附近新开的书店，先是在店里逛逛，

找到合适的书，便坐下来一页一页的

读着,再点上一杯咖啡，没想到一晃居

然大半天过去了，我在书店里竟然看

了整整一本书，要知道平时在家一个

月连一本书都看不完，没想到手机被

没收之后，效率居然大大提高！

“ 要 不 我 们 去 健 身 吧 ！ 要 不 我

们 去 看 画 展 吧 ！ 要 不 我 们 去 ……”

我 和 老 公 又 开 始 一 系 列 的 活 动 ，来

充实自己。

在婆婆推动的“无手机日”的活

动过程中，我和老公渐渐地把自己从

手 机 中 剥 离 出 来 享 受 生 活 ，回 归 自

然，忽然觉得以前的压力与焦虑全都

被纾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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