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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强

春节期间!老友相聚!争说所见所闻的

搞笑事! 多是婚姻家庭中令人啼笑皆非的

事"

当下是多元化社会!在少数人中!爱情#

婚姻#家庭也开始多元化" 他们太不检点!

视之如儿戏!极不严肃!很不负责" 表现为

说结婚纠结!说离婚就离!闪电式结#火箭式

离$有悖于道德!给社会造成%不良影响&"

他们的%与时俱进&和%创新&有损于深化改

革和稳定"必须口诛笔伐"为此!老友们开动

%机器&想出稳固婚姻家庭的良法妙策!要我

梳理出几条寄'周口晚报(%晚晴&栏目"

无论是官是民!富贵贫贱!大都希望自

己的婚姻生活稳固!家庭幸福平安!夫妻白

头到老"有关专家做过详细调查!调查发现)

结婚
"$

年是一个逻辑基线! 多数婚姻的变

异是在婚后
%$

年内发生的" 有
&

种类型婚

姻家庭比较稳固且持久"

一是欣赏" 夫妻有较多的共同语言!在

一起时都有话谈!尽情欢笑" 哪怕兴趣不尽

相同!也都能尊重对方的爱好!牺牲自己的

某些嗜好"

二是适应" 生活是多变的!婚姻也不例

外" 年纪变大!孩子出生!工作变动!职务变

迁!健康变差等等!彼此在对方有所改变时!

能尽量改变自己去适应对方!而不是要求对

方来适应自己"

三是容忍"幸福的婚姻不一定是完美无

缺的"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许多夫妻间都有

这样那样的矛盾和分歧!有些是无法改变的

习惯和个性!但好夫妻会容忍这些冲突" 虽

然时有争吵! 但不会为此争个你输我赢的!

双方都考虑和睦共处才是生活的真谛"

四是调节" 如果妻是%三高&!丈夫不要

总感觉事事不如人$如妻学历高!你可以能

力强一点$她职位高!你可以人缘关系好一

点$她在外能力强!你可以在家厨艺精**

只要有一点或多一点让对方无法媲美!对方

看重的家庭关系就会和谐稳定"

五是信任" 婚姻也是动态的!家庭生活

中必然会有高峰和低谷的时候!不论出现什

么情况! 夫妻间的相互信任都非常重要!过

多的猜疑及推测只会激化矛盾并破坏感情!

好夫妻都能相互信任"

六是补充" 婚姻也是一种组合!如男强

女弱#男大女小!许多夫妻的组合恰到好处"

你强我弱!你有我无!彼此依靠!互相帮助!

不因对方的缺陷而抱怨!而是用自己的才智

弥补对方的缺陷"

七是尊重" 这样的夫妻相敬如宾!不论

是在事业上还是在家庭生活中!都互相离不

开对方" 事业上是最好的搭档和助手!比翼

齐飞!家庭中是最好的伴侣!家务不分你我!

生活充实而富有情趣"正所谓坚定不移与和

谐的爱情婚姻!都需要真情和智慧"

八是托付" 人生要有归宿!将家庭作为

自己最好的放松和休息场所!并将自己交给

婚姻中的对方!这类夫妻并不过高的要求对

方!懂得慢慢地品尝婚姻家庭给自己带来的

好处!不愿意发生无谓的冲突和离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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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然

俗话说!老来伴#老来伴!老了需要有

个伴" 其实!莫说老了需要一个伴!就是中

年人同样需要一个人生的好伙伴#好伴侣"

这不!步入中年的妻子常在他人面前夸我!

对她是多么多么的好! 多么多么的体贴与

照顾"

我知道!每当妻子后背生痒之时!更多

想到的是我#是我!还是我"然而!当初可不

是这样!每次她的后背生痒时!常常自己去

挠!实在挠不到时!只好采用微型挠痒耙去

挠"这样!在春天#夏天穿衣较少时还可以!

到了秋天#冬天身着厚衣时!却让人有些犯

难了"更令人犯难的还是躺下休息的冬天!

因天气太冷! 再用微型挠痒耙可就没有那

么容易了"

一旦遇到后背生痒时! 到底该如何解

决才能有效+ 妻子只好求助于我!刚开始!

我不知妻子后背什么地方生痒! 只得乱挠

一气! 然而手挠不痒之处不仅不解痒还会

生疼!所痒处只有挠得准方能%解渴&#过瘾

与舒服" 因为我手走的%路线图&不是左就

是右!不是上就是下" 所以!常常是出力不

讨好"

后来!有一天!妻子抬头看墙上所挂的

时钟!突发灵感地想到!如果后背生痒时!

把后背按照时钟所走的方位也来个时间点

的划分!这样岂不更好一些+

于是!她把这个想法告诉我!按照上北

下南左西右东的地图方位! 加上时钟所走

的方向!依照所划分的时间点进行挠痒痒"

实践证明!这一招果然奏效"妻子后背再生

痒时! 只要把时间点告诉我! 我一挠一个

准" 为此!感觉舒服的妻子常常哈哈大笑!

口中念念有词地称赞说! 还是这种方法精

准与过瘾! 而我从此再也不用费多大的劲

儿就能完成任务"

当然! 当我后背生痒之时! 依照此方

法!妻子同样也是一挠一个准儿!这解痒的

劲儿真得用%得法&#%过瘾&#%舒服&这
'

个

字来形容"

由此可见!在生活的实践中!只要善于

总结! 就能处处发现经验大于学问的道理

与妙处,只有时常读无字之书!总结无字之

经验!定能创新与发展"就连我给妻子挠痒

痒也不例外呀,

我给老伴挠痒痒

!

刘艳杰

早晨
&

点上班!我出门上街!浓浓的节

日气氛扑面而来" 我知道今天是个特殊的

日子!巧了!即是元宵节又是情人节" 街道

两旁挂满了各式各样的灯笼! 堆满了大小

不一的烟花! 另外每隔不远处都有俊男靓

女叫卖玫瑰花"

当我路过街上的一家花店时!我不自觉

地向花店瞟了一眼" 这家花店是我县最大

的一家! 这天店主把店面装饰得温馨而浪

漫"进店买花的都是些年轻人" %哟!那不是

张伯吗+ &我好奇!迅速蹭上前去!只隐约听

见张伯很细心地嘱咐花店老板)%我要买一

支红玫瑰!送给我的爱人!务必今天上午
%(

点之前送到我的家里**&

张伯是我邻居!退休教师!今年七十有

余了!精神矍铄" 退休后!他和老伴过着殷

实的生活!没事儿在家养养花#种种草!和

老年人一块儿下下棋# 听听戏" 每逢礼拜

天! 他就牵着老伴的手步行去老子文化广

场跳跳健身操" 他们夫妻俩可算是我们这

里最令人羡慕的老夫老妻了" 另外他还是

县里老年腰鼓队副队长呢! 经常参加一些

文艺庆典活动"

之后!张伯从花店里走出来!我连忙上

前笑着说)%哎!张伯!你啥时候学会情人节

给张妈送玫瑰花了+ 你还挺赶时髦呢" &

张伯一点儿也不回避我的话题)%咋啦!

如今的情人节可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利喽+你

知道吗!我和你张妈的婚姻已经走过了四十

九个春秋了!平时柴米油盐!讲的都是家庭

琐事" 有时候!我也很想向你张妈说上一句

温情体贴的话!唉!怎奈话到嘴边!又始终说

不出口"这不!前天听我孙子说!今天是情人

节!我想借此机会!再年轻一次吧!给你张妈

送上一支玫瑰花**&说完!张伯嘿嘿地笑!

笑得很灿烂!背着手!迈着八字步!哼着豫剧

儿!悠闲地走了"

是啊!情人节到了!老年人给老伴送上

一支或一束玫瑰花!表达出的是一份相濡以

沫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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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你裙之母"

满 !"岁
迷你裙发明人英国设计师玛丽-奎

恩特满
&)

岁了" 玛丽-奎恩特是英国时

装设计师!被誉为%迷你裙之母&" 她所

设计的迷你裙系列开启并一直引领着

现代时装潮流的发展" 当年她因发明迷

你裙和无袖连身裙搭配彩色裤袜的设

计!震惊英国社会" 玛丽-奎恩特现在仍

然担任彩妆公司顾问" 据中国新闻网

法文版
#三毛流浪记$面世

今年
*

月
+

日上架的'三毛流浪记(法

文版由法国
,-.

出版社出版发行! 收录并

翻译了%三毛之父&#中国著名漫画家张乐

平先生创作于
/01'

年至
%010

年间的 '三

毛流浪记 (和 '三毛从军记 (!全书共
1%'

页!首次印刷
2)))

册!售价为
33

欧元" 张

乐平的儿子张慰军在法国巴黎展示该漫画

的法文版书册" 据新华社

雪娃娃车队
(

月
4)

日!从龙泉山到成都城区的路

上!出现了一道特别的风景线...回城的

汽车纷纷顶着各式各样的雪人!一排排一

串串!好不壮观" 当日!受寒流影响!成都

龙泉山上飘起中雪!当地村民纷纷堆做雪

娃娃!卖给过往的游客!一个雪娃娃卖价

*)52)

元" 几位年轻人说!一个上午就卖

出近百个!收入上千元" 据人民网

乡 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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