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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的话老师的话

学习的快乐

鹏图英语星宝贝，每周三和您不见不散，让我们

期待更多的宝贝们给我们惊喜。

鹏图星宝贝鹏图星宝贝

可爱害羞的Bruce
六一这天，

宝宝戴着搞怪的星星眼。

虽然面对镜头有点害羞，

但是其实我们超开心过六一的！

孝顺的Bruce
母亲节的时候，

宝宝画好给妈妈的卡片，

认真地要给妈妈带去一个暖心的礼物。

虽然字歪歪斜斜的，

但是妈妈肯定感受到你的真心了！

开心果Bruce
平时都很认真上课的宝宝，

很少在镜头下开怀大笑，

但是熟悉了之后，

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开心果！

□西河
家住城区的胡女士最近有点烦闷，她

的儿子已经一周岁出头了。平时胡女士要
上班，所以除了休产假期间，孩子基本上是
婆婆在带。胡女士说婆婆带孩子尽心尽
力，自己看在眼里也十分感激，但是有一件
事情却让她如鲠在喉。也许是老一辈比较
节约，胡女士的婆婆经常从别人那里拿一
些旧衣服给孙子穿，说小孩子穿百家衣好
养活，而且孩子长得快，这样可以节省不少
开支。胡女士却难以接受，她觉得按家里
的条件来说，没必要如此节约，再说这些别
人送的衣服，大多都不太好，只有个别几件
能穿，万一衣服不干净，穿在自己孩子身
上，生病了岂不是得不偿失。

胡女士多次跟婆婆沟通过这件事情，
但是都没用。对于该不该让孩子穿别人家
送的旧衣物，大家怎么看呢？

“紫色薰衣草”（网友）：我也是个孩子妈

妈，我不反对给孩子穿旧衣物，不过前提是

那些衣服都是自己知根知底的人送的，比如

亲姐姐、亲弟弟的孩子穿下的衣服，现在很

多家庭都只有一个孩子，那些所谓的旧衣服

有的都没穿过几回，跟全新的一样，给孩子

穿也不显寒碜。而且，孩子长得快，买的新

衣服也穿不了几回，怪浪费钱的。况且，被

人送来的旧衣服都被洗过很多次了，衣服上

那些有害物质也给洗没了，摸起来更柔软，

比新衣服穿起来更放心，更舒服。

竺女士（全职妈妈）：我不太喜欢给孩

子穿旧衣服，自己就那么一个心肝宝贝，恨

不得将最好的都给孩子。自己从小穿各种

旧衣服也就罢了，可不能让孩子跟自己一

样也穿别人的旧衣服。况且，别人给的某

些旧衣服上面还有各种污渍，看上去就很

脏，万一带点啥传染病菌，那还不把孩子给

害了。

何先生（企业管理人员）：现在讲究的

是环保、绿色，很多人之所以会将旧衣服送

给别人，并不是因为瞧不起你，而是他们觉

得这些衣服放着浪费了，只有被重新利用

起来，才能体现这些衣服的价值。我的建

议是，别人送来的旧衣服，我们可以稍作挑

选，将其中一些质感较好的，比较适合孩子

的留着，而那些太脏的，质感太差的则可以

扔掉。在给宝宝穿之前做好消毒处理，用

开水烫烫，再拿到阳光下晒晒，这样就不怕

有什么细菌病毒了。

该不该给孩子穿
别人送的旧衣服

□西河
李丽，你说自从前两个月你失恋后，身

边几个要好的闺蜜也渐渐地疏远了你，你
想找他们聊天说心事，倾诉一下你失恋后
心中的苦闷，她们不是推说没时间，就是非
常敷衍地跟你聊几句后就没什么反应了。

李丽，你说你想不明白，好姐妹不应该
就是当彼此的情绪垃圾桶吗？有烦恼有苦
闷彼此倾诉发泄。为什么你遇到了事情，
你的那几个闺蜜却不在你身边陪自己、安
慰自己？

李丽，我看了你的朋友圈，发现你是一
个比较喜欢散发“负能量”的人，只要你有
一点点不快乐，大家都能轻易从朋友圈了
解到你的最新情况，你的动态大多是一些
心情不好、烦恼多的负能量内容。特别是
两个月前，你那个谈了两年的男朋友因为
事业选择放弃了你，你心有不甘，却又无力
挽回，于是整天在朋友圈上倾诉你的痛苦，
以及对现实、爱情、男人的质疑和批判。

李丽，我觉得你可以回忆一下，当你刚
失恋的那几天，你的那几位闺蜜是不是一
直陪在你身边，一直在安慰开导你的，后来
因为你天天拿这件事跟她们抱怨，久而久
之，你再说些什么，她们都不太爱搭理你
了。李丽，我想对你说，别做一个散发负能
量的人，你的苦闷，说一次两次还好，但次
数太多，谁也无力承受。毕竟，每个人每天
遇到的那些糟心事也够多了，何必再花精
力让别人的情绪来徒增自己的烦恼呢。

李丽，我想对你说，倾诉不是不可以，
但一定要以积极的态度去解决，倾诉过后
要尝试倾听，倾听对方的建议，获得解决问
题的方式，这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虽然
朋友可以帮你承担快乐和痛苦，但不要过
度以痛苦去消耗对方的人情。她们可以接
受你的负能量，但也请你要控制自己，当负
能量过度，连她们都被压倒时，那么她们就
只能远离你。

李丽，我想对你说，自己的烦恼，要自
己试着去承担和解决。要懂得学会放下，
懂得调节自己的烦恼和情绪。时常抱怨自
己人生不如意、不幸的人，假若没有学会承
担和解决自己的烦恼，那么你就会经常陷
入烦恼的循环中。生活是遵循能量守恒定
律的，你的正能量多，负能量和烦恼就会减
少，如果负能量多，正能量和烦恼也就会减
少，希望你能够慢慢地化解内心的负能量，
做个开心快乐的人。

别做散发负能量的人

倾诉人：海涛（化名）

倾诉方式：微信
倾诉时间：2018年5月4日

辛苦了一辈子
母亲有了黄昏恋

都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最近

这段时间，海涛的日子不好过极了，他

的妈妈和妻子闹得不可开交，作为家

中唯一的男人，他夹在中间两边为难，

被闹得头昏脑涨，说什么、做什么都是

错的。“其实之前，我妻子和我妈妈两

个人关系还是不错的，至少表面上是

一团和气的，可是这一次，两个人搞得

像仇人一样，真是让我头疼。”海涛说

引起婆媳矛盾的起因，是他妈打算再

婚，而他妻子反对。

海涛的妈妈和爸爸是家里包办的

婚姻，结婚的时候没什么感情，只是搭

伴过日子。海涛爸年轻的时候是个工

程师，虽然收入不错，但是脾气倔，有

时候还挺暴躁的，而海涛妈妈是学校

里的音乐老师，温柔娴静，年轻的时

候，海涛爸经常冲着他妈妈发脾气，要

不是海涛妈脾气好，能忍，也许这个家

早就散了。就这样磕磕绊绊过了大半

辈子直到退休，退休后没两年，海涛爸

患了重病，那段日子海涛妈一直尽心

尽力地照顾他。后来海涛爸走了，“我

能看出我妈心里还是很难过的，毕竟

一起过了大半辈子，而且年纪大了之

后，我爸的脾气温和多了，有时候也知

道心疼我妈了。”海涛说自从他爸去世

后，他就常看到妈妈一个人呆呆地望

着他爸的相片发呆，有时候还偷偷地

抹眼泪。“我想，她心里还是有我爸的

吧，毕竟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我爸

走后，我妈一个人住在老房子里。怕

她孤单，本来，和妻子商量后，我们打

算把她接过来与我们同住的，可我妈

不愿意，后来这事也就不了了之。”

好在海涛家离他妈的小区不远，

所以他平时隔三差五地都会去看看，

到了周末还会带着妻子孩子过去，陪

老人说说话，还鼓励老人多出去走走，

和小区里的老年人聊聊天。就这么一

晃三四年过去了，去年年底时，海涛发

现妈妈突然开朗了起来，脸上的笑容

也多了，偶尔还会出去买买衣服打扮

打扮自己，看着妈妈这样的变化，海涛

也高兴极了，觉得妈妈终于又恢复了

往日的快乐，所以也没去多想。

今年年初的一个周末，海涛一家

三口又去了他妈那儿。那天中午，海

涛妈做了满满一桌他们爱吃的菜，香

气扑鼻。正当他们吃得津津有味时，

海涛妈突然开了口，说她想跟他们说

件事。说完，欲言又止，好半天，她才

嗫嚅着说道：“有一件事我想跟你们说

一声，我又找了一个老伴儿。”

为了母亲的幸福
他点头同意

“我妈的说话声不大。那句话，她

没有重复，只一遍，却重重地敲在了我

的心上，可我依然觉得它不真实。‘不

行’这两个字我差点就脱口而出，不过

我忍住了。”海涛说，这事他妈刚跟他

提的时候，他也转不过弯，心里是有抵

触的，不知道该说什么的他选择了沉

默。“说实话，真的难以形容我当时心

里的感觉！很震惊，很矛盾，我知道，

妈妈想找个陪自己走完后半辈子的人

没有错，可是让我突然接受她和除了

父亲之外别的男人好，还是很别扭。”

海涛忍住了自己内心的想法，询

问对方是个什么样的人，怎么认识

的。他妈妈简单地介绍了一下对方的

情况：刘叔（海涛妈让他这么称呼），68
岁，已经退休，退休之前是一所学校的

老师，老婆也是几年前病逝的，如今一

个人独住。有个儿子，已成家立业，各

自生活。他们是早晨在公园锻炼身体

的时候认识的，之后两个人慢慢地走

近，继而有了老来为伴的想法。

原本其乐融融的一顿饭，因为海

涛妈的这个事情，突然就沉默了下来，

见儿子儿媳这样的态度，海涛妈就一

个人进了自己的房间，关门的背影既

落寞又孤单。“就是妈妈的那个身影触

动了我，她这辈子过得这么不容易，是

时候去寻找自己的幸福了。”海涛说妈

妈前半辈子和爸爸吵吵闹闹，好不容

易熬到年纪大了，和他爸关系缓和，本

以为苦尽甘来，可以安享晚年了，可他

爸又这么去了，留下她一个人孤孤单

单的。有时候看着妈妈一个人在家里

看书、看报、看电视，也真的很可怜。

“我爸已经去世，可我妈还活着，而且

我也一直希望她能有个幸福安定的晚

年。既然有人能让她感受到幸福、快

乐，我为什么要阻止呢。”于是，那天临

走的时候，海涛就对他妈说，她和刘叔

的事，只要她自己觉得好，他不反对。

那一刻，海涛看到妈妈的脸上竟然浮

现出一丝红晕。“我想，我妈是真的恋

爱了。”回家的路上，海涛告诉妻子，说

他已经跟他妈表了态，她和刘叔的事，

他是不反对的。当时海涛的妻子没说

什么反对的话，只说“你妈的事，我不

管”。

横生意外
婆媳矛盾难调解

接下去的一段时间，一切平静，得

到了孩子们的认可后，海涛妈妈也大

大方方地和刘叔交往了起来，整个人

的精神状态好了很多。本来，海涛以

为这事就这么过去了，自己的妈妈能

找到晚年的幸福，他也是由衷地开心。

大概过了两个月以后，海涛的妻

子却站了出来，说反对婆婆再嫁。原

来她的一个同事跟刘叔是住在同一个

小区的，出于对婆婆的关心，她就向同

事打听了对方的情况。从同事那她得

知，刘叔去年夏天的时候住过院，可能

身体不太好，“你妈这事你还得替她把

住关，本来是想找个伴，别到头来只是

跑去给人当保姆了！”海涛觉得妻子的

话说得不好听，却并非毫无道理。他

支持妈妈再婚是希望她能有个快乐安

逸的晚年，可不想自己妈妈去人家家

当老妈子，伺候病人。

海涛越想越不安，第二天下了班

就去看他妈了。到的时候海涛妈还不

在家，然后他就给他妈打了个电话，海

涛妈说她在刘叔那儿，给他做了晚饭

后就回来。海涛妈的话让海涛心里的

感觉更加不好，这都开始伺候上了，以

后更加不得了了。一个多小时后，海

涛妈回来了，他直截了当地将他妻子

打听来的情况告诉了妈妈。海涛妈

说，刘叔那次住院她是知道的，不是什

么大病，做了个结石手术，养了一段时

日也就好了，没什么大毛病，身体比她

还硬朗。除此之外，海涛妈还跟他说

了好多刘叔的好。他对她体贴，经常

陪她买菜，帮她拎东西，对她嘘寒问

暖，幽默风趣，很有文化，喜欢摆弄花

草，水墨画画得特别好，两个人都是老

师，有共同话题……

回家后，海涛跟自己妻子说了这

些，但他妻子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说

老年人再婚麻烦事太多，就算现在身

体好，保不准以后会怎么样，与其以后

烦恼不断，还不如现在就不要牵扯其

中。海涛妈知道了儿媳妇的态度，几

天后竟然单独找了她谈话。也不知道

两个人是怎么谈的，一向温和的两个

人到后来竟然吵了起来，而且吵得不

可开交，几乎是把藏在心里多年的矛

盾、不满倾泻而出。海涛到的时候，两

个人各自都说了许多过激的话，他妻

子说他妈“人老了，心倒花了”，他妈说

他妻子“不孝顺，良心被狗吃了”。

原本海涛想着，等她们稍稍平静

下来，自己再好好地劝慰、说和。可

那天的争吵在两人心间都划下了重重

的伤痕，谁也不肯轻易原谅对方。这

之后，海涛便成了双面胶，夹在两个

女人中间左右不是，苦苦周旋彻底没

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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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单身老人来说，寂寞是最大的“敌人”。子女各有各的事业和家庭，整日忙忙碌碌，没

有过多的时间和老人沟通、交流。很多单身老人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个伴儿在身边陪着说说话，

唠唠家常，互相照顾着打发日子，寻找一份精神上的寄托和依靠。

父母为养育儿女花费了大量的心血，人生进入暮年，形单影只地度过的确太凄凉。对于母

亲的黄昏恋，海涛是抱着支持的态度的，但是妻子的考虑也不无道理，这导致婆媳之间有了矛

盾，让他非常苦恼。

My name is Bruce, I'm seven years old. I
like skating and playing Lego. And I like listen⁃
ing the story from my parents every night.

大家好，我叫董鸿锦，英文名Bruce，今年 7岁
了，我喜欢轮滑和拼乐高积木，每晚必听爸爸妈

妈讲绘本故事。

你是一个学习努力的男孩，对学习英语充满能

量。老师和同学都非常喜欢你。希望你能越来越

棒！孩子的学习是天性。从你努力把勺子准确地放

进嘴里，满头大汗协调双腿踢出第一个球，字句不畅

地第一次发表观点，你的进步让人欣喜。鹏图大家庭

希望你在这样开放的环境下通过老师们良性引导，自

然而然地点燃心中学习欲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