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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有儿女

让父母放心 从这里开始

有网络歌手唱过一首歌， 名叫

《公主梦》：“每个女孩的心中，都会

有一个公主梦。 里面会有英俊的王

子， 和公主踏着南瓜车过着幸福的

生活。”

周杰伦也唱过一首歌，名叫《公

主病》：“要我学后羿射太阳，因为你

说太热。哥们儿都笑你活在自己童话

世界， 你说不是的话怎么叫公主。看

来这位公主，病得好像不轻。”

公主梦和公主病， 大概就像一张

渐变色卡，随着年龄增长和程度加重，

原本美好的红玫瑰， 也终将变成重口

味的蚊子血。

落入凡间的资深少女

对普通人家的女孩来说，成为公

主是她们从小的梦想。

聪明的姑娘从小就有很多方式

替自己圆梦。比如，头上缠块围巾、脸

上遮块纱布， 就是一个阿拉伯公主；

偷抹点儿妈妈的口红， 再穿上高跟

鞋， 就是美艳不可方物的白雪公主；

和小伙伴们自编自演一出王子救公

主的戏码，就更具现场感了。

各人的公主梦虽然不尽相同，但

也有一些共通点，比如整体风格走可

爱甜美系，最爱白色和粉红色、穿裙

子、留长发，再比如说话娇声细语、行

动温柔优雅、内心敏感脆弱。

大部分小公主长大后，或是转化

成了邻家小妹， 或是进化成了女汉

子。但也有人大梦不醒，仍然怀揣着

一颗资深少女心，历久弥坚。公主梦

如果发展到眼里只有自己、他人皆是

臣民，那么就真的成了“公主病”。

网上有一家名叫 “××大布娃

娃”的服装店，不卖童装，却满眼的蕾

丝、蝴蝶结、泡泡袖、蓬蓬裙。这家店

因为风格太过“出众”，还成了某论坛

娱乐八卦版的热门话题。 一名网友

说：“看到这种衣服， 总会想两个问

题， 一是这样的衣服是谁在穿呢？二

是穿这衣服能去哪儿呢？”

除了打扮粉嫩，资深少女还处处透

露出自己的天真柔弱。一档爱情类综艺

节目中，某个23岁的女生一口童音，擅长

撒娇卖萌，男朋友觉得和她上街“像带

着个娃娃”。

集体生活最能暴露公主病

集体生活最能暴露“公主病”。有

人爆料自己的室友特别矫情： 动不动

就说自己皮肤特别嫩，不能晒太阳；手

指划破了个口子，就大呼小叫；矿泉水

瓶盖从来都是让别人开， 连易拉罐都

说打不开。

还有人讲了一件身边事。上大学

时，刚分宿舍的第一天，大家都忙着

收拾东西，只有一个姑娘淡定地坐着

涂指甲油，因为她妈妈正爬在上铺帮

她整理被褥，她爸爸正在一趟一趟地

来回跑，打开水、买午饭、擦桌子、拖

地……

正式开学后， 全宿舍的人都不自

觉地成了这姑娘的保姆。“平常帮她

打水买饭就不说了，寝室没电了，宁可

等我们一天也不会出去买。 从不分担

公共卫生，说自己不会。桌子上堆满了

零食、衣服、书本，从来没收拾过。同宿

舍同学一起出去玩，她不肯带开水，嫌

重， 必须买矿泉水， 还不愿意等公交

车，嫌累，必须打车。她妈妈也是宠她

宠得厉害， 每星期来学校一趟帮她洗

衣服。”

这姑娘并非不知道室友对她有意

见，不过对“生活白痴”的评价，她却

不以为耻。在一次熄灯后的“卧谈会”

上，姑娘不经意地说起，爸妈告诉她，

女孩天生是要人照顾的， 这样才显得

高贵矜持气质佳。

“女孩要富养”观念的流行，造就

了一大批“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公主。

她们外表与常人无异， 打扮谈吐与年

龄相符，学习、工作和社交也和别人差

不多，只是日常生活始终无法自理。她

们在做公主梦时， 大概只记住了公主

负责谈恋爱就行， 却忘了白雪公主会

扫地、会做饭、还会烤苹果派呢。

比如，×姑娘习惯晚睡，每天宿舍

熄灯后都会用笔记本继续看电视剧、

打游戏。其他人进入睡眠模式后，经常

会被她发出的各种声音吵醒，键盘声、

洗漱声、脚步声、甚至哭声———看韩剧

看哭了。

一个团队的人都在机场准点集

合，只有Y姑娘姗姗来迟。她慢吞吞下

车后，还悠然地喝着咖啡，走得不紧不

慢。见面后，没有道歉，一句“不好意

思来晚了”就算过去了。

Z姑娘和朋友一起去吃饭，喜欢

发表评论。 菜里有葱姜蒜，“看见就

恶心，哪里吃得下啊”，菜里放了香

菜，“这个味道太难闻了， 我都想吐

了”……虽说各人口味不同，但只要

和Z姑娘在一起，必须都得点她喜欢

的菜。

每到节日

或特殊的纪念

日， 我们都需

要用一个小小

的礼物来表情

达意， 外面买

虽然方便 ，但

就像春节时群

发 的 短 信 一

样， 总让人感

觉缺少诚意 。

所以， 我们还

是需要自己动

手做点东西 ，

表达那份独一

无二的心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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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 午 ，

正是需要表达

心意的时候 ，

下面就教一个

好学又好用的

手工， 带着你

家小朋友赶快

学起来吧。

彩色的卡

纸裁剪几下，

订书机咔咔再

来几下， 一条

美丽的心形彩

带就完成了！

童 言

手 工

公主梦可以有

公主病千万不能得

孩子

懒惰 别人的事情别人做， 自己的事情也

让别人做，家务更是能懒就懒。喜欢睡懒觉，你

教育她“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她会翻个身反

驳你：早起的虫儿被鸟吃。

娇气 让男人客串力工帮她拿东西是家常

便饭，散步累了就让男人背。不肯乘公交车，出

门要么打车，要么坐私家车。

挑剔 无论去哪家餐厅， 都能找到坚决不

吃的东西。她的男人必须长得帅，即使不帅也

要有钱，普通男人入不得她的法眼。

洁癖 到哪儿都要掏出随身携带的纸巾，

先把椅子擦干净再坐，忘带纸巾时就借身边男

人的袖子当抹布。

骄横 语言常为命令式，像高高在上的女皇。

约会你必须提前到，她则可以毫无理由地迟到一

小时。以自我为中心，从来不管你是死是活。

奢侈 狂爱名牌，认为刷爆信用卡，由白马

王子代为还清是天经地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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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主病的轻

度症状在不

少女人身上

都 有 迹 可

寻， 并且无

伤大雅 ；中

度症状尚在

男人可以忍

受 的 范 围

内， 前提是

这男人足够

包 容 和 迁

就； 重度症

状可就不太

招 人 待 见

了， 病入膏

肓的公主也

会让男人望

而却步。

记者：

家庭环境对“公主病”有什么影响？

汪冰：

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女孩从

小就被像公主一样对待， 集万千宠爱于一

身，使她产生一种错觉，觉得自己真的是个

公主，变得唯我独尊。另一种情况正好相反，

从小没有人爱她， 于是只能自己爱自己，自

己把自己当公主，然后证明给别人看，程度

没控制好，就陷入自恋循环。

记者：

现在流行一种说法是“女孩要富

养”，这是否也是“公主病”的诱因之一？

汪冰：

家境好坏和“公主病”没有必然

联系， 关键是父母能给孩子什么样的爱。我

对“女孩要富养”的理解，是让她从小把各

种糖都吃了，长大后就不会因为别人的一颗

糖而出卖自己。但这并不等于让女孩认为得

到的东西都是理所应当的。

记者：

有人明知道自己有“公主病”，为

什么仍然我行我素？

汪冰 ：

第一，得“公主病”的人可能对社

会是恐惧的，于是通过穿着打扮和一些行为

方式来逃避成熟———扮成公主就像退回到

儿童阶段，可以得到周围人的关心照顾。

第二， 的确有人吃她这一套， 她能从

“扮公主” 中获得实际好处。 有朋友告诉

我，他单位来了一个大三的女实习生，什么

活儿都不干，就是嘴特别甜，整天哥哥长哥

哥短。她还很聪明，知道每个人都擅长做什

么。很快，整个部门的男人都围着她转，帮

她做各种事， 而且以为她卖命为荣， 甚至

“竞争上岗”。所以，能把“公主病”一直得

下去的人其实是很厉害的， 她善于制造游

戏规则，并且让一些人甘愿配合。但如果把

她一个人扔到非洲最原始的农村去， 这病

估计马上能好。

第三，有“公主病”的人，没有把别人当

成和自己平等的人， 她从不平等中获得了优

越感。如果她懂得顾及别人的感受，也就不是

公主了。而且她一旦被身边的人边缘化，往往

不会自省，反而告诉自己：“别人为什么不理

我，因为我是公主，他们嫉妒，都是他们的错，

我没错。”

记者：

“公主病”能治吗？

汪冰：

在她愿意治的前提下，首先，学会

感谢， 懂得别人对你的每一分好都不是应该

的；其次，学会道歉，这样即使有病，发作到一

定程度，也会见好就收的。

（中国青年报）

索爱无度的失恋女

武汉女孩小周相貌出众， 家境优越，却

在一年里连续三次感情受挫。前男友们的分

手理由如出一辙：她是典型的“公主病”。

据报道， 小周很享受被宠爱的感觉，平

时也会对男友提出很多要求。比如大半夜想

吃甜品了，要男友立马过江去买；工作比较

多，自己不愿加班，要男友代她写报告；出门

约会要男友帮她拎包；吵了架必须是男友主

动求和。一开始，前男友们还会对她言听计

从，但不出3个月谁都受不了了。

情感专家表示，现在确实有不少年轻女性

在恋爱时爱犯“公主病”，喜欢互相攀比男友

的忠诚度、殷勤度，动辄以考验为名，摆出各种

超常姿态。事实上，“公主”般地被呵护并不是

生活的常态，恋情失败也在情理之中。

恋爱最重要的基础之一是平等和尊重。

索取爱，也要让对方感受到爱，这样的感情

才有生命力。自我陶醉的“公主病”只会在一

味索取中暴露自私和蛮横。

最受欢迎的豪爽女

“女汉子”，意指行为和性格向男性靠

拢的一类女性。 虽然很多单身女性喜欢用

“女汉子”自嘲，不过有调查显示，其实大家

对“女汉子”的好感度还是蛮高的。据报道，

一项针对两万余人进行的调查显示，78.5%

的受访者表示身边就有“女汉子”，50.5%的

受访者直言喜欢有“女汉子”特点的女生，

其中“个性豪爽”获得九成以上受访者的认

同，此外“不做作、不矫情”、“独立坚强”等

亦排在前列。

不少受访男性称， 不喜欢那种扭扭捏捏

的女生，因为跟她们做朋友感觉很累，相反跟

“女汉子”相处起来就很轻松随意。

温柔可人的“软妹子”固然珍贵，但独立

大气的“女汉子”也叫人珍惜。那些作天作地

的姑娘真该好好研究一下， 为什么自以为女

性魅力尽显，却最终情场失意呢？因为你们既

不是“软妹子”又不是“女汉子”，只是小情

绪都能作成大文章的玻璃娃娃。

有“公主病”的女生不受男性欢迎

打破“公主病”的游戏规则

———访北京大学精神卫生博士汪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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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多多

小侄子跟着妈妈去超市， 先去服务台办理

存包。 小侄子十分好奇：“为什么要存起来呀？”

妈妈摸着他的头：“就是有人看管， 我们才能不

必带着，才可以放心地逛呀。”小侄子若有所思：

“真的呀！难怪你们每次一等我放假就把我存在

姥姥家。”

在家里，宝宝自告奋勇要扮一个服务员。她

张罗了笔和纸，站到全家人面前，一本正经地要

求：“点菜，点菜吧。”“点一个鲍鱼，”我说，“你有

多大的呀？” 这个词对她来说似乎有点生疏，她

愣了两秒后， 一本正经地答道：“一岁……一岁

大的。”

爸爸骂嘟嘟：“你这么笨，真是个小猪猡！知

不知道小猪猡是什么？”嘟嘟：“知道，它是猪的

儿子。”

妈妈提醒小宝：“留神， 别吃到苹果里的虫

子了！”嘟嘟很不屑：“为什么要我留神？该虫子

留神我才是，不然它就被我吃了。”

嘟嘟吵着要妈妈给他买一个小猪储蓄

罐 ，妈妈逗嘟嘟 ，问他攒了钱后先要买什么 ，

嘟嘟很兴奋地告诉妈妈他要去买卫生棉。“买

什么 ？！”妈妈睁大了眼睛 ，以为自己听错了 。

嘟嘟回答：“买卫生棉呀！电视上常常说，只要

使用卫生棉 ，就可以倒立 ，可以骑脚踏车 ，可

以划船， 还可以自由自在地在游泳池里游泳

……”妈妈晕倒！

晚上散步， 告诉小宝贝下周要去幼儿园报

名了，见到老师要打招呼要问好，比如老师问你

叫什么名字？你就要回答“我叫

×××

”，如果老师

问你喜欢什么你要回答……我话还没说完，儿

子已抢先答道：“喜欢吃鱼！”我……

多多今天感冒了鼻涕狂流，一个大大的喷嚏

后，清鼻涕就过江了。替他擦过鼻涕后，看着他偷

舔了一下上嘴唇， 于是我问：“宝贝， 鼻涕好吃

吗？”“不好吃。”“甜的还是咸的？”“有点咸！”“不好

吃那你还吃它？”“加点糖就好吃啦！”

爸爸抱着妞妞去门诊做

B

超，半路上妞妞不

要爸爸抱了：“爸爸抱得不舒服， 一点也不顾及

我的感受！”哈哈哈，好熟悉的一句广告词啊！

我和老公讨论如何做鱼。老公说：“油煎吧，

油煎出来的香。”我说：“清蒸吧，原味鲜美。”这

时孩子插嘴说：“你们好狠心啊， 鱼离开水会死

的，还是烧汤喝吧。”

“真真，你能说出你爸爸今年多大了吗？”幼

儿园老师问。“爸爸今年五岁了。”真真答。老师

笑了：“真真， 再想一想， 难道你爸爸和你一样

大？”“是的，我爸爸亲口对我说过，他是从我出

生那天开始当爸爸的。”

爷爷给笑笑买了薯条和土豆泥。 笑笑吃完

薯条后，还想吃土豆泥。奶奶逗她：“笑笑，土豆

泥别吃了吧。”笑笑认真地说：“奶奶，你忘了那

首古诗了吗？”“哪首古诗啊？”“悯农啊！”然后认

真地一字一句地背了起来：“锄禾日当午， 汗滴

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