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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家庭

停 止 忙 碌
我们已经成年了袁 不可能长时
间和爸妈在一起袁 我们要有自己的
事业袁 也会有很多时候是身不由己
的袁珍惜与亲人在一起的每分每秒袁
才不会后悔莫及遥 珍惜今天袁珍惜现
在袁谁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会先来遥
曾经做过一道这样的数学题院
就算每个月回家一次袁 每次在家待
两天袁 也就是说一年陪爸妈的时间
只有二十四天遥 爸妈今年五十岁袁就
算活到一百岁袁距离现在有五十年袁
也就是能够陪爸妈的时间是 1200
天袁40 个月袁不到四年遥 他们是我们
至亲至爱的父母袁这辈子袁只能陪他
们度过四年的时间遥
可是究竟有多少人能过百年钥
究竟有多少人可以每月抽出两天时
间陪陪生我们养我们的父母钥 以前
总希望算术题能够做对袁这次袁我多

么希望是我算错了袁 是我算少了
噎噎
爸爸老了袁他奋斗了一辈子袁总
是考虑能留什么给我们袁 总有叮嘱
不完的话遥 我就像他放的风筝袁手里
的线可以无限长袁 但是必须在他的
视线之内袁因为这样袁他才会安心遥
爸不愿意承认自己已经老了袁 这么
多年了袁我何尝不知道袁这个男人那
样害怕老去袁那样不肯老去袁不过是
因为在他心里袁他的女儿还小袁没有
长大袁独立支撑不起自己的生活袁要
依赖他袁所以他不允许自己老遥
我不敢想袁没有了这个男人袁我
的日子会怎样遥 我祈祷袁下辈子袁再
下辈子袁我还要做他的女儿袁还和他
在一起袁永远在一起遥 因为热爱袁所
以不能死去袁这是一个多么简单袁而
又是多么顺理成章的理由遥 在我们

阴 耿兴永

冲父母吼出来袁 他们愣在那里听我
们发疯似的诉说袁 但是我们却不知
道这些话袁 每字每句都打在他们的
心上袁疼得说不出话来遥 我觉得我们
应该懂得换位思考袁爸妈受的苦袁该
向谁说钥 如果你不小心受了伤害袁为
了爱你或你爱的人袁 请你一定要坚
强起来遥 因为你的身体袁你的喜怒哀
乐不止属于你一个人遥
父亲为我们付出了太多的心
血袁 其中所含有的艰辛袁 你能读懂
吗钥 我们总不知道满足袁总不知道珍
惜袁总是肆无忌惮地挥霍着袁把别人
想都不敢想的幸福不当成幸福遥 其
实袁我们是幸福的袁是幸运的遥 岁月
已经把父亲折磨得不像样子了袁望
着父亲已不再挺拔的脊梁袁 听着父
亲已不再有力的脚步袁 握着父亲那
布满老茧已不再平滑的双手噎噎难

阴王
人常说婆媳关系难处袁犹如地
球两极袁水火不容袁而我却觉得婆
媳好比是母女遥
我的婆婆是个不识字的老人袁
没来我这带孩子时袁她一直呆在老
家里袁 沿袭着当地传统劳作方式袁
每天日出而作袁日落而息遥 终日面
朝黄土袁 背朝天的在农田里忙碌
着遥 她的五个子女都是靠着她辛勤
的劳作袁地里的收成袁相继考上了
大学袁进了单位袁跳出了农门袁有的
还成了吃皇粮的城里人袁但婆婆仍
坚持在田间地头忙碌着遥
直到孩子出生那年袁我们才把
婆婆接来带孩子遥 刚开始袁我小心
谨慎的与婆婆在一起袁就怕自己言
行不慎袁惹得婆婆不高兴遥 说不定袁
老人家一不高兴袁会在老公面前抱
怨袁时间一长袁夫妻关系必不和谐遥
每想到这袁我更加小心地当着野小
媳妇冶的角色遥 心里还不忘时刻提
醒自已院野家庭团结袁 夫妻恩爱袁和
睦相处遥 冶才是安定治家的好策略遥
谁知我的这些担忧纯属多余遥
其实袁婆婆对我很关心袁很体
贴袁尤其在我生孩子前后真给了我
无微不至的照顾遥 每天上街买菜袁
她都会想到哪种菜的搭配最有营
养袁汤要炖到什么火候遥 她都掌握
得恰到好处袁她显然知道袁只要我
吃得好袁孩子才能吃到更多更好的

安全感遥
如果希望彼此的感情更深厚持
久尧婚姻关系更牢固袁无论是男人还
是女人袁都要把野安全感冶作为彼此
之间关系的基石袁并努力去营造遥
为了营造安全感袁 就要采取一
些切实可行的行动遥 比如双方都要
学会相互野保护冶遥 爱与婚姻是一个
基于感情的分工袁一般来说袁男人要
更多地承受一些经济上的责任袁而
女人也要多承担一些照顾家庭的责
任遥但是双方都一定要努力付出袁而
且可以相互依赖袁 那样安全感自然
就都有了遥
还要经常沟通彼此的想法遥 在
生活中袁一定有心情低落尧特别需要
对方安慰的时候遥 当他垂头丧气地
来到你身边袁期待你的安慰袁而你却
根本没有察觉他的情绪袁 甚至挖苦
讽刺对方袁那么袁你们之间的感情又
怎么会牢固呢钥所以袁一定要学会体
察对方的情绪袁 在他心情不佳的时
候与他一起分担忧愁遥
此外袁要学会包容彼此的错误遥
每个人都有犯错误的时候袁 每个人
都有钻牛角尖的时候遥 如果他做错
了事但不肯认错袁 也要给他一个机
会来改正遥等他省悟过来之后袁他一
定会知恩图报袁与你走得更近遥
女人需要安全感袁 男人也需要
安全感袁 你们要尽一切努力去给对
方温暖与关怀遥 如果双方都能这么
做袁家就会成为温暖的窝袁你们的婚
姻也会因为彼此带来的安全感而幸
福长久遥

琴
奶遥至于洗衣服袁打扫卫生更是让我
心生敬意遥
记得有一次袁 内心实在不好意
思再要婆婆帮我洗衣服袁 便趁着她
不注意时袁悄悄地藏起来袁准备在她
买菜时自己洗袁以为她肯定找不到遥
第二天袁还是在阳台上袁看到一家人
的衣服都挂起来了遥见此情景袁无言
的泪水总是溢满我的眼眶遥
对我女儿的成长袁 她也倾注了
很多心血遥女儿如今十岁了袁可爱又
懂事袁 时常要和婆婆在一块读书玩
乐遥
当然袁我们也有摩擦的时候袁每
当我吃得不多时袁她不是抱怨袁就是
唠叨遥还问我是她做得不好吃钥还是
因怕吃多了会长胖钥 问得我不知如
何回答才好遥 其实袁我不用回答袁只
要把婆婆做的菜全吃了袁 她脸上的
笑容就出来了遥
自从婆婆来了袁 我的体重明显
大增遥有时愁容满面袁这时准能听到
婆婆安慰道院野胖了气色好袁 尽显女
人富态样遥冶听得我只得和她儿子扮
鬼脸遥
多年来袁 我和婆婆如母女般的
相处着袁常在一块聊聊天袁做些缝缝
补补的事情袁有说有笑袁很是融洽遥
婆婆的善良袁 诚恳让我倍感母
亲般的温暖遥

正确对待家人的态度

做 好 你 自 己 ，你 才 能 赢 得 好 的 爱 情
阴俞敏洪
很多男生认为能证明自己的
魅力在于自己有多少朋友袁有多么
漂亮的女朋友袁那么我只能说你真
的还需要成长遥 一个真正优秀的男
人一定是朴实无华袁甚至是谨小慎
微的袁一定是一个孤独者袁因为只
有静才能生智袁而不是急遥
如果在这一个男人最重要的
几年中袁 你投资的是一个女人袁那
么你后边几十年里袁你将不断地求
着这个女人不要离开你遥 你如果投
资的是自己袁那么在剩下的几十年
里袁你会很顺利收获真正属于你的

道这就是我们给父亲的回报吗钥
曾经看到过这样一句话院 爸爸
是好人袁岁月你别伤害他遥 总是忍不
住一遍又一遍地看这句话袁 总是忍
不住热泪盈眶遥 再也不会有第二个
男人像爸爸一样的爱我了袁爸爸袁是
我这辈子最爱的男人遥 我害怕哪天
会失去您袁 会心如刀割袁 会痛不欲
生遥 所以袁对您袁我会拼命地爱遥
爱袁不只是说说而已遥 落叶归根
也不是没有道理的袁有时候袁停下奔
波的脚步袁尽可能多地陪陪爸妈袁因
为袁 我们要给父母的不只是物质上
的袁更是精神上的满足遥 你也会感觉
到袁陪在爸妈的身边袁我们才不会浮
躁遥 爸妈老了袁他们也像孩子一样袁
需要哄袁需要宠遥 他们所期待的袁仅
仅是我们能够常回家看看遥

婆 媳 母 女 情

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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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是需要孤独的袁如果你忍
受不了孤独袁只能说明你内心还不
够强大遥 不要认为你一无所有袁当
你一无所有的时候袁是上天帮你倒
空了垃圾袁让你装进去对你最有用
的东西袁你需要做的是认真做好你
自己的事袁努力提高自己噎噎
有人说袁女生到社会上会遇到
比学校更优秀的男生袁而男生很难
找到比在学校更好的女生遥 这句话
的意思是袁 男生在校园都还不成
熟袁一到社会上袁男生很快就变得
优秀了袁而女生则会变得实际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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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中的每一天袁 正是因为我们热
爱了袁所以我们活得格外有意义袁也
正是因为我们被爱了袁 所以我们的
生活才充满信心遥
爱袁不只是说说而已遥 父亲把爱
给了我们袁把世界给了我们遥 所以袁
即使遇到了困难袁受到了伤害袁也要
学会爱人袁 可生活中的我们往往做
不到遥 当我们受到了一点打击袁伤心
流泪的时候袁 那种天塌地陷的感觉
让我们痛不欲生袁此时袁我们何曾体
会过身边爱我们以及我们爱的人的
感受袁 他们除了跟我们一样要承受
事情本身带来的打击之外袁 还得看
着我们消极袁沉沦遥
仔细想想袁 他们承受的比我们
承受的还要多袁 我们又有什么理由
置他们于不顾而任自己的悲伤放纵
呢钥 口不择言地把自己的苦痛全部

男人也需要妻子给予安全感
安全感是维护男女之间感情不
可缺少的要素遥
一般来说袁女人的潜意识里都
有这样一种情结院渴望有一个坚强尧
有责任感的男人呵护她遥 女人从这
种依赖关系中得到了一种安全感袁
并经常视其为自己幸福与否的标
志遥
女人需要安全感袁男人其实同
样也需要女人的野呵护冶遥 在两性关
系中袁男人常常被视为被依赖的对
象袁是安全感的野提供者冶袁这种想法
是不全面的遥 在生活中袁男人承担
养家的责任袁必须面对激烈的竞争袁
承受巨大的压力袁还会伴随着不时
的失败袁这些常常会让他们野遍体鳞
伤冶遥 当他们身心疲惫的时候袁就特
别需要女人的安慰遥
男人对于安全感的需要远超乎
女人们的想象遥 比如男人在择偶的
时候袁 会说希望对方温柔善良尧体
贴尧善解人意等袁这些其实都是他们
希望得到安全感的体现遥 男人在疲
惫尧失败的时候袁最愿意回到女人的
身边袁也是为了寻求安慰尧寻找安全
感遥
其实袁男人和女人在很多方面
都是一样的遥 在女人身上可能遇到
的袁男人同样也会遭遇到遥 害怕尧焦
虑尧恐惧等常见于女人的情绪表现袁
男人在遇到挫折尧失败时同样会有袁
而且其强烈程度并不见得就比女人
的感受更低遥 只是男人比较理性袁
或者是强迫自己把感情隐藏起来遥
但他们内心里袁其实隐藏着许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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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编院黄春妙

多 陪 陪 父 母
阴张

这世上袁 还有什么能比亲情更
重要钥 血浓于水的恩情岂是说说而
已钥 羔羊跪乳袁乌鸦反哺噎噎试问院
物犹如此袁人何以堪钥 给亲情留出一
条缝隙袁 好让我们珍惜跟亲人在一
起的每一个日子遥
很多时候袁 我们过分注重物质
对亲人的重要袁 却忽略了他们情感
上的需求遥 为了给亲人一个舒适尧富
足的生活条件袁早出晚归马不停蹄袁
来不及跟家人享受天伦之乐袁 也来
不及思量有多少爱是不可以等待
的遥 何必要等到野子欲养而亲不待袁
树欲静而风不止冶的悲痛钥
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好好珍惜
跟家人在一起的每一天要要
要一碗炸
酱面袁一碟拍黄瓜袁照样可以吃得有
滋有味袁 只要有爱袁 茅屋也是天堂
了遥

责编院林梅英

爱情遥
调查发现袁一个男人要被四五
个女人伤害过才会变成熟袁所以可
以说是离开你的那些女人造就了
你的优秀袁何况人家是在用一个女
人最美好的时光来教育你袁这个投
资应该说相当大了袁所以你应该感
激她们遥
你可以去看看袁我们当初有谁
在学校特别受人欢迎钥 没有浴 我们
倒是都自卑过袁因为长相袁因为穷浴
所以袁不要认为你一无所有袁当你
一无所有的时候袁是上天帮你倒空

了垃圾袁让你装进去对你最有用的
东西袁此时袁你离那个人生腾飞点
已经很近了浴
假如你已经有了女朋友袁别整
天都把你们的情情爱爱放嘴上袁认
真做好你自己的事袁 努力提高自
己袁假如她感觉你为了做自己的事
而冷落了她袁 她也因此离开了你袁
那么我敢说这样的女生是没有远
见的袁你不要也罢遥
据院广州日报

经常在一些饭局或公共场合
看到一些人接到家人的电话袁口气
非常不耐烦院野不正忙着嘛袁吃完就
回遥 冶未说两句袁就匆匆挂掉遥 忙什
么呢钥 忙着喝酒袁说些无关紧要的
话袁却没有耐心听家人多说两句遥
有一位男士袁大概是接到孩子
的电话袁本来有些严肃的表情顿时
来了个 180 度大转弯袁嘴角笑开了
花袁说院野贝贝听话袁想吃什么钥 爸爸
下班买回来遥 冶这个电话让坐在一
边的我们都忍不住笑了遥 其实孩子
打电话袁能有什么事呢钥 不过是在
家待寂寞了袁想跟爸爸说两句话而
已遥 如果你接听时的态度很好袁是
不是会让电话那头的人感到很温
暖呢钥 一个对孩子温柔用心的男
人袁怎么能干不好工作钥
还有一个电话袁 我印象很深袁
我们几个人搭一位男士的车去办
事袁中途他接到妻子的电话袁说她

沫

有点不舒服袁今天不想做饭了遥 那
位男士立刻回道院野想吃点什么钥 我
早点回家带回去钥 常青藤的甜品钥
绿屋的麻花钥 或者挑战一下辣一点
的钥 冶我们在一边听得很乐袁吃个饭
可以有这么多选择袁不舒服的事也
变得有意思起来遥
还有一次袁 也是在一个饭局
上袁 其中一位男士吃饭吃到一半袁
给母亲打了个电话袁温柔地说院野我
8 点半之前到家袁你先睡遥 我带了钥
匙袁可以开门遥 冶他放下电话解释
说袁母亲最近来家里小住袁妻子碰
巧今晚也有应酬遥 母亲睡得早袁他
若不回去袁她睡不着袁提前告诉她袁
她就坦然了遥 8 点刚到袁他很抱歉地
告辞袁提前离去遥 通过这个细节我
看到了一种范儿遥 什么是酷钥 懂得
尊重家人尧关爱家人的男人才是真
的酷遥

引进意大利吉特乳腺机袁为广大女性朋友竭诚服务
乳腺癌发病率逐年上升袁 已成为严
重影响妇女健康的常见病和多发病袁其
发病率已跃居女性恶性肿瘤首位遥 因目
前尚无有效预防乳腺癌的措施袁 因此惟
有依靠乳腺普查尧 早期诊断及早期治疗
来降低乳癌对死亡的威胁袁 早期乳腺癌
的治愈率在 90%以上袁 应受到广大女性
朋友的重视遥 在目前诸多诊断方法中袁乳
腺 X 线成像是乳腺癌早期确诊的最有效手段遥 专家建议院40 岁以上
妇女需每一到两年定期作乳腺 X 线检查袁尽早发现尽早治疗遥

针对乳腺癌的发展趋势及广大女性的健康需求袁市妇幼保健院最新引进意大利吉特
乳腺机袁为广大女性朋友服务遥 该乳腺机为世界最高档的乳腺机之一袁具有独特的圆形臂
设计袁采用体位更为轻松的倾斜投照袁可以看到更多的乳后组织袁避免投照盲区袁确保诊
断的精确性并保证无漏诊曰 吉特乳腺机还采用了特殊的 S.C.S 自感应压迫技术使压迫过
程轻柔袁实现了无痛乳腺 X 线检查曰吉特乳腺机整机均采用最高档的配置袁以最优秀的图
像支持准确的诊断遥

市妇幼保健院愿您早查早治袁远离乳腺病痛浴

电话院0759-66013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