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浪漫”就

像一袭华

美的晚礼

服，但你不

能一天到

晚穿着它。

尤其是当

你面临结

婚生子的

时候，就知

道生活有

多么丰富

的滋味了。

年轻人由

于工作所

迫没有时

候带孩子，

只能劳驾

双方父母

帮忙了。

如今流行

这样一种

说 法 ， 叫

“姑娘生，

外婆养，爷

爷奶奶来

欣赏”，外

婆带娃已

成普遍现

象。

那么问题

来了———

首先，这对年轻人应该明确：

养儿育女是你们的责任而非父母的责

任，这里的父母是指双方的父母。你们才是

孩子的责任人和监护人。现在很多年轻人都

是生完孩子后就把孩子扔给外公外婆或爷

爷奶奶，这是很不负责任的表现。自己没做

好那个准备就不要要孩子，一定要把自己的

责任分清楚。

其次，外公外婆应该明白

：

明确了责任之后，再来谈老人是不是帮

着带的问题。 老人愿意带小两口应该感恩，

不帮着带也是应该的，没什么好抱怨。这里

的个案是外婆心疼自己的女儿，女儿也因为

不想面对婆媳矛盾而选择了自己的妈妈帮

着带， 那这就是女儿跟妈妈之间的事情，是

外公外婆自愿的， 跟爷爷奶奶没有任何关

系，他们并没有强迫外公外婆这么做。既然

是志愿的，就应该全心全意地付出，就不要

去比较。如果带得不高兴，大可以把孩子还

给女儿女婿，让他们自己去带。

最后，外公外婆应该这么想

：

现在外公外婆觉得不平衡，觉得爷爷奶

奶既抠门又想抢走外孙的爱， 在我看来，还

是外公外婆对这个外孙爱得不够深，没把他

当成一个独立的个体，而是把他当成“私有

品”， 也就是把它看成是爷爷奶奶家的人而

不是外公外婆家的，而我出钱出力掏心掏肺

地养了个外姓人。

其实如果把孩子当成一个独立的个体，

就不会出现这种心理。你如果足够爱这个外

孙，就一定会希望有更多的人爱他，现在他

已经拥有了外公外婆的爱， 还有爷爷奶奶

的爱，多好啊。一个拥有很多爱的人，他的

心理一定会更健康、 更阳光。 如果一直抱

怨， 有意无意地在孩子面前说爷爷奶奶的

不好， 小孩现在听不懂并不表明他以后就

听不懂， 等他慢慢长大两亲家的积怨越来

越深， 这样唠唠叨叨的抱怨一定会影响到

小孩的心理。

所以，无论从责任的角度，还是从小孩

成长的角度着想， 外公外婆包括妈妈都一

定要从好的方面去想。一般来说，孩子就是

一张白纸，谁带得多就跟谁就亲，这是肯定

的。 如果外公外婆担心爷爷奶奶时不时的

造访会抢走了孩子的爱， 那你也应该相信

女儿女婿作为成年人， 谁付出得多谁辛苦

他们心里总会有杆秤吧， 一个全力付出却

不抱怨的父母，本身就是儿女为人处世的榜

样，这种身教，对两个受过高等教育的晚辈

来说，他们自然知道自己以后应该怎么做。

这是一个千古难题，平常得连做

选题都显得没有新意， 但大家爱看，

也爱讨论和评判这类家务事，那是因

为，这里面有你、有我。而且我们的任

何评判都跟自身的经验有关。对于这

件事的态度， 可以看出在家庭生活

中，你内心的伤痕到底有多深。为了

表明我没有伤痕， 我愿意当和事佬。

我谈两层意思。

第一层，年轻人要明白，天下没

有绝对和谐的婆家与娘家， 要想双

方老人互相欣赏对方做什么都满意

那只有电视剧里才偶尔看得到的事

情。 外公外婆嫌爷爷奶奶尽送些拿

不上台面的蔬菜瓜果， 其实不是这

些东西有多么不好， 而是外公外婆

在这之前就不太接纳爷爷奶奶的生

活方式和消费观念。 但就爷爷奶奶

一方而言， 他们在当爷爷之前是这

样，当了爷爷之后也是这样，而且妈

妈也说了， 送的菜蔬瓜果比他们自

己用的还好一些， 说明他们对亲家

对孙子还是重视的， 只是他们一直

以自认为很实惠很合理的方式在表

达自己的感激和爱意而已。

我以前有个同事也跟这位外婆

一样，嫌弃爷爷奶奶给孩子买的衣服

廉价、难看，用同事的话说是，“穿都

穿不出去，背了个名，欠了个情”。可

是， 如果是自己妈买的就不一样了，

就是难看点，也会觉得那是外婆的心

意。所以，之所以有这样的态度，其背

后其实是对爷爷奶奶本身的不接纳。

但他们那个年代的人， 就算再富有，

捡便宜也是常有的心理。 作为后辈，

我们应该体谅他们，谁都有自己所处

时代和生活环境的局限， 就像N年以

后，我们也需要孩子接纳我们的眼光

和生活理念一样。如果你无力改变这

种现状，那我教你怎么做：再看不起

的东西，高高兴兴收到起，给老人家

说声谢谢，用不用在你。最好老人来

的时候你用一下，这是智慧，也是修

养。这种修养，会给你带来福气。

第二层意思，娘家和婆家，双方

老人之间本身就有内在竞争，年轻人

就不要跟到掺和了。一般来说，带孩

子一方的老人会有一种优越感：孩子

是我带的，我比你辛苦，你不出力，出

点钱嘛。其实，他们就是叨叨，通过叨

叨得到更多的自我认同。 老年人，更

需要突出自己的重要性。所以，你需

要用各种形式充分肯定外公外婆的

重要性，他们满足了，就会消停了。比

如，让你老公乖点，多说点甜言蜜语，

多点家务事的担当。你也需要给自己

父母表明立场： 那是我老公的爹妈，

你可以说我， 不能说我公公婆婆，说

多了老公会不高兴，你愿不愿意看到

我们小两口吵架怄气最后不幸福嘛？

做父母的哪个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幸

福呢，这样多“威胁”几次，爸爸妈妈

自然就不会至少会少些埋怨。自己爹

妈，话说狠点没问题。

在一个我们需要老人帮忙带孩

子的特殊时期， 放下对公婆的抱怨，

多将就一下自己的爹妈，态度温和而

坚定，温柔地hold住他们，把他们理顺

了， 你作为一个女人也成长了一大

步。而且你会发现，把这些关系都处

理好了，那在工作中处理同事关系简

直太容易了。这就是我说的，老人带

给你的福报。

作为年轻人， 我们一定要记住，

在家庭关系中， 夫妻关系才是核心，

不要让妈妈成了这个关系的核心，他

们只是辅助你们的人。 这不等于不

孝，对父母而言他们需要让位，对你

而言，你要承担起磨心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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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外婆我们已经出了力

爷爷奶奶为什么就不能多出点钱？

外婆应该这么想：

多点人爱你外孙总是好事

□

王人平（育儿名博，新浪微博粉丝

71.3

万）

没有绝对和谐的亲家

让你老公多哄哄你妈

你时不时地吓吓你妈

□

王琳（慢成长杂志主编，

9

岁孩子妈妈）

上周六 ，我

怀着复杂的心情

迎来了看孙子的

公公婆婆。 一如

我想象中那样 ，

他们热情高涨地

拎着几个大袋子

进了门， 喜气洋

洋地打开： 一个

巨大的长条状南

瓜、 一颗用绿色

胶带缠了一圈的

大白菜， 一小塑

料袋鸡蛋， 一小

塑料袋“分装”面

粉， 以及一小袋

小黄瓜。

哦， 还有一

大袋子苹果和香

蕉， 以及一只小

西瓜。

这就是他们

每 次 来 造 访 的

“基本装备 ”。看

着挺丰盛吧 ？但

我心里堵得慌。

平心而论，公婆并不难处，对我们的生活

工作都没啥要求， 周末去不去看他们也无所

谓。因此，老公一直对我宣扬：你看你多有福

气，遇到这么好的公婆。

很长时间里，我也深以为然。

公婆的经济条件很好，但过得非常简朴，

公公最大的乐趣是在小区附近开荒种菜，婆

婆最大的乐趣则是每月俩人退休工资发下来

后立刻存入银行，定期。

如果说两位老人还有什么共同的爱好，那

就是逛超市，买各种打折的、便宜的食物，从蔬

菜到水果到肉类到面包， 他们认为买这些东

西，就是赚到了、省到了。

但事实上，这样的俭省造成了大量的浪费，

经常让我看得很心疼———他们家里的冰箱永远

塞满半截子发黑的莴笋、 长了芽的土豆以及两

年半没开过盖的果酱等； 茶几上永远摆着正在

或已经变成木乃伊的水果。 我问他们为什么不

吃，公公大方地表示，闻闻水果香味也行啊。

扔了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这些蔬菜都会

在完全变质之前， 以很不新鲜的状态上了餐

桌。肉类也好不到哪儿去。

当然，他们也不想浪费，于是就会让我们

拿走。除了让我们拿走，还有一些是要馈赠给

我爸妈的。在二老看来，这是皆大欢喜的事，

既满足了购物欲，又获得了省钱的快乐，还惠

及另外两家。

然而， 其中至少70%都会被我带回家后悄

悄丢弃，我爸妈在观察了这些“礼物”一段时

间后也私下对我表示“不想再收”。到后来，连

老公自己也忍不住了，直接表示不要了。

就像昨天晚上，老公从冰箱里拿出公公婆

婆带来的西瓜， 吃了一口后冒了句：“熟过

了。”然后低调地扔进了垃圾桶。

公婆最大的爱好，就是存钱、买打折货

渐渐地，“别人家的爷爷奶奶”出现了

为了避免婆媳矛盾， 加上我们住得离我爸

妈非常近，我休完产假上班后，孩子自然就放在

了我爸妈家。 平时我一清早就赶过去带一会儿

孩子，然后匆匆出门上班，下班后冲回爸妈家，

带孩子，洗碗，给孩子洗澡，哄睡着了才回家，基

本每天到家就夜里10点多了。

考虑到父母帮我们带孩子已经很辛苦，我

和老公出钱请了一个每天下午来打扫卫生兼做

晚饭的阿姨， 孩子的奶粉尿布以及一切相关用

品也全部我们买。

当然，爸妈自己买给外孙的爱心礼物除外，

这些礼物主要是玩具和衣服等。 爷爷奶奶也零

星带来过几件亲戚送的小衣服， 还给孙子买过

一个睡袋。平时每次来就是大量超市水果蔬菜，

不过看得出来比他们自己买来吃的质量好。

我比较钝感， 不觉得有什么。 但久而久

之，我爸妈开始不高兴了，他们认为，对比爷

爷奶奶抱着孙子爱不释手的热烈劲儿， 他们

对孙儿物质方面极其“日常”的投入，显得有

些不成比例。

于是，我开始慢慢从爸爸妈妈嘴里，听到各

种“别人家爷爷奶奶”的故事———谁家的孙女

也是外公外婆带， 但爷爷奶奶每次上门都带着

各种高级婴儿食品， 孩子的大件也都是爷爷奶

奶买；谁家的奶奶，每次去亲家那里看孩子都会

放下几百元钱，说是给孩子买进口水果，钱虽不

多但是一份心意和谢意。

爸妈觉得， 既然自己这一方已经出了力，

那爷爷奶奶那一方就应该出钱，双方保持一个

平衡。每到这个时候，我只能劝爸妈：你看人家

每次来都一口一个“你们辛苦了”，而且他们

平时那么简朴， 可能觉得这样做已经够意思

了。我妈撇撇嘴：“对自己抠是简朴，对别人也

抠那就是抠门。”

“夸富”的爷爷，进一步加深“刺激”

今年春节， 是小宝来到这个世界上过的第

一个春节， 两家人还是喜气洋洋聚在一起把酒

言欢。酒过几巡，爷爷兴致高涨，开始口吐豪言。

比如：“我们这个孙子，太享福了，以后要

什么有什么，想吃什么吃什么！”

或者：“我们老两口存的钱， 就算从现在

起一点收入都没有，也能随随便便用到死。”

再比如：“别说这一个孩子， 再来一个孩

子我们也能帮你们养，不在话下！”

公公退休前是单位上的一个小领导，加上他

超长的工作年限， 退休工资还是比较丰厚的，加

上两人开销很小，婆婆又善于存钱，因此他说的

那些话应该不是很夸张。

公公总体上算是一个比较天真无邪的

人， 我听着感觉他深深地为自己多年来清白

的劳动所得和勤俭持家而感到自豪。 但这话

被我妈听在耳中，是不是火上浇油？我偷瞟老

妈的脸色，心里暗暗叫苦，还好，我妈最终什

么都没说。

可是妈， 我知道你希望爷爷奶奶不要送

这些没多大用处的蔬菜瓜果了， 时不时给孙

子一点零用钱比较美好， 可你也知道你女儿

我不善处理家务事， 你让我如何开口向热爱

攒钱的婆婆要钱？ 我也曾在心里打过无数次

腹稿，如何委婉地做些暗示，让他们少而精地

在高档超市买一点进口水果或婴儿食品，可

是我也没有勇气去示范啊，那太赤裸裸了！

最后我只有使出最后一招———让我爸妈

从“长远打算”：反正外孙大了跟你们亲，咱们

这是投资呢。但他们立刻提醒我：按照这种每

周来看望、一看就搂着不松手的架势，我们可

不敢奢望在这方面能占到多少优势呢。

唉，我的脑袋再次疼起来。

（文

/

纳尼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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