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里还有30斤左右的黄豆，
是婆婆不知何时买回的，一开
始，这袋黄豆放在储物间内，久
未吃完，黄豆里外，生了不少黑
色的小虫子，刘丽几番说要丢
掉后，这袋黄豆不见了，刘丽窃
喜，还以为婆婆真的拿去丢掉
了。有次，刘丽无意间发现冰柜
里有袋黄豆，打开一看，正是之
前那袋已经生虫的黄豆，有些
虫被冻死在黄豆里，用水一泡，
水面黑了一层……刘丽说，有
时都想把冰柜搬出去扔了。

刘丽说，自己陪婆婆去买
过菜，在买菜的价格上，三五毛
她都要讲上好一会儿，但要是买
什么养生产品啊、什么中药啊，
三五百元婆婆眼睛都不会眨一
下。“那段时间，还没有免费流量
的时候，婆婆和她的亲朋好友们
用手机视频聊天，一聊就是半小
时，我们都觉得肉痛，也没见婆
婆说过一句要节约。”

有次婆婆去逛市场，看见一
个人在吆喝说卖的是土鸡蛋，婆
婆将那一百个鸡蛋全部买回，刚
开始大家还吃，没几天大家吃腻
了，都不吃了，鸡蛋就占据了冰箱
的一格，没等一两周，鸡蛋就臭了，
一整理发现，剩下的七八十个鸡
蛋，至少有二十个是坏鸡蛋，而且，
最重要的是，养鸡的亲戚一来看，
就说这些根本不是土鸡蛋。”刘丽
说，婆婆只说了一句：哎呀，那个人
穿着打扮都像是乡下来的啊。

如果说肉类、豆类囤积还稍
微有点道理的话，新鲜的蔬菜都
要囤积，让刘丽难以想象。今年6
月的一天，快下班时接到婆婆的
电话，说回家路过菜市场时帮忙

搬点东西。刘丽驱车到达时，婆
婆站在菜市场，正和几个老人聊
得欢，见刘丽前来，连忙将四颗
莲花白搬上车。还没等刘丽开
口，坐在后排的婆婆又先开了
口：现在莲花白便宜。

餐桌上，莲花白焖饭，莲花
白回锅肉，莲花白豇豆汤一一出
现，刘丽吃了两口放下了碗。

晚上九点多，刘丽打开美
团，点了一份小龙虾，和丈夫刚
吃上就被婆婆看到。“哎呀，这些
少吃，家里有饭菜的嘛。”“你们
做的那些，咋个吃嘛？”

如此几番，双方的态度有了
微妙的变化，刘丽常以同事聚会
为由，和丈夫在家吃饭的次数越
来越少，公公婆婆则感慨饭越来
越不好做。刘丽的不解和拒绝，
老人的倔强和坚持。琐碎的家
事，让爱情和亲情都经受考验。

30来斤黄豆 长了虫长了虫，，把水都泡黑了……把水都泡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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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满的冰柜，全是我的泪
老人囤的菜，吃不完的债

3030来斤黄豆来斤黄豆———长了虫—长了虫
苦笋苦笋———带着今年春天的芬芳—带着今年春天的芬芳

腊肉腊肉———几年前做的—几年前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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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下班回家，眉山市民刘丽看到
公公婆婆正在厨房里忙着做饭。她还没
来得及高兴，就被厨房外堆满的蔬菜愁
住了：蔬菜旁边的冰柜被塞得满满当当，
里面有公公婆婆从峨眉山度假后带回来
的雪魔芋，也有婆婆几年前做的腊肉，去
年买的、已经生虫的黄豆，带着腊肉味的
筒子骨、鸡肉，以及今年春天的苦笋……

有老年人买菜做饭，是很多上班族
求之不得的事，然而，对于刘丽来说，公
公婆婆买的菜，却成了她“甜蜜的负担”。

刘丽的公公婆婆来自农村，
还有一些亲朋好友在农村，每到
春节前后，这家拿来一只土鸡，
那家拿点土鲫鱼，甚至有的亲戚
家磨了点豆腐，也会送点过来。
公公买菜向婆婆征求意见，而婆
婆买菜征求意见的范围，除了刘
丽夫妻两人，坝坝舞友、周围邻
居的意见，分量也越来越重。
2015年夏天，刘丽单位发了一箱
饮料，回家想放进冰箱，却发现
冷藏室里堆满了抄手，刘丽简单
地数了数，至少有一两百个。

“你们有时上班忙，我们有
时不在家，我们给你包好了，你
们自己煮来吃。”婆婆走过来，细
心地解释。

夏天消暑，婆婆的舞友们说
绿豆汤好，婆婆一出手就买了十
斤绿豆，那一周，绿豆饭、绿豆
汤，各种以绿豆为主材、辅材的
菜品，刘丽只差脸没吃绿了。想
到婆婆是为一家人好，刘丽之前

并未多说。
2016年春节时，家中食材再

次多了起来。考虑到家中有小
孩，公公婆婆自掏腰包，买回了
一个容量超过200升的冰柜。

原本想冰柜只是在春节期
间派上用场，但刘丽没有想到的
是，这个冰柜的任务提前开始
了。挂在窗台的腊肉，放进去；亲
戚拿来的鸡，杀了装进去；回老
家拿回来的汤圆粉，装好放进
去；自己做的盐菜、萝卜干，也放
进去，甚至连菜市场天天都可以
买到的笋子，都被装了进去……

一开始，刘丽和丈夫蒋洋
只在餐桌上和父母说起此事，
父母的回答，永远都以那几句

“多买点，价格便宜些；这些都
是生态的”等为借口。刘丽自小
生活在农村，吃的食物多是地
里采摘，自家喂养；毕业后在医
院上班，她深知食物即便冷冻，
也有保质期。

吃完饭，王阿姨将剩菜剩饭放进冰箱时，
成都商报记者看到，刘丽家的冰箱已经换成了
一个容量将近四百升的冰箱，里面光猪油就占
了一格，剩饭、剩菜及一些鸡蛋几乎占满了整
个冷藏室。

在餐桌的另一头的阳台外，是王阿姨的冰
柜，冰柜旁，半米高的菜架上放满了蔬菜，第二
层全是生姜，最上面的，是两颗莲花白，苦瓜等。

冰柜内已几乎装满，最上层是一大包雪魔
芋，下方则为腊肉、腌兔、黄豆，筒子骨和鸡肉
虽用塑料口袋装好，但凑近一闻，已经附满了
腊肉味，在另一个小口袋里，是今年春天的苦
笋，已经被洗净切片装好。

这些食物，以一个四口之家正常的食量来
算的话，至少要一个月才能吃完。

“这是我去乐山买回来的苦笋，拿不拿点
去吃？这两天已经没有了哦。”王阿姨拿出苦
笋，热情地介绍起来。

当成都商报记者质疑已经生虫的黄豆还
能不能吃时，王阿姨说，“这有什么不能吃？不就
是有点虫嘛，这种虫米里面都要生的，清理了就
是了嘛，有虫才证明没有打过农药啊。”

婆婆忆苦思甜
““他们哪里吃过我们小时候的苦哦他们哪里吃过我们小时候的苦哦””

聊起和儿子儿媳之间的事，王阿姨情绪明
显激动起来，从教师岗位上退休下来的她虽然
个子不高，但嗓门也不小。

王阿姨承认自己有时买东西有点多，但她
解释，那是因为几个朋友一起买，买的量大一
些，和对方谈价格的空间就会大一些，至于吃
得少的原因是，“他们不回来吃午饭，晚饭也隔
三差五不回来吃，就我们和孙儿吃，哪里吃得
过来？”

“既然明知刘丽夫妇回家吃得少，为何每
次都还要多买？”对于这个问题，王阿姨没有正
面回答，却开始了忆苦思甜：“家里东西多，心
里是要满足点，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哪里吃过
我们小时候的苦哦，我们小时候，米缸长期都
是空的，就盼望着过节过年，为什么呢？过年家
里面才有点肉啊饭啊，俗话说得好：手中有粮，
心中才不慌……”

这时，电话响起，王阿姨边接电话边往房
间里走，话筒里清晰地传来一个中年妇女的声
音：王老师，听说这两天花生出来了，去看看
哇？片刻，王阿姨挂掉电话，拎着小包准备往门
外走。刘丽公公头也没抬：少买点回来哈。“我
在你们心头是这样的嗦，我不出去了，我不买
了得不得行嘛。”说这句话时，王阿姨的声音已
经飘荡在楼道里了。

刘丽说，在自己楼下有个邻居是
个60来岁的婆婆，经常和她的婆婆一
起出门，她家的菜也是多到吃不完。

成都商报记者敲开门说明来
意后，这位婆婆连说不方便，但沙
发旁边两个大冬瓜还是“出卖”了
这个婆婆。

东坡区大石桥街道白玉社区的
陈先生为了让父母少买菜，差点还闹
出过笑话。陈先生说，自己妈妈今年
快70岁了，以前在老家照顾一大家
人，现在几乎每次买菜还是大包小捆
弄回来一堆，吃不完又不舍得扔。

“家里平时连孩子共4口人，晚饭
偶尔还会在外面吃。”陈先生说，妈妈
每隔两天就去买一次菜，都是青菜、
苦瓜、西红柿等时令菜，剩的不让扔，
冰箱一天到晚塞得满满的。

沟通无果，陈先生趁妈妈不在
时，将冰箱里前几天吃剩的菜偷偷扔
掉。有两次妈妈发现菜少了，还以为
家里来了小偷，差点报了警。

9月11日，说起此事，绵阳师范学
院社会学教师蒋洪也有同感，他说，
自己屋里老人有段时间也是如此，比
如买南瓜，一买就买好几个，一连吃
几天都觉得好吃，但年轻人就有点受
不了。

蒋洪认为，老年人要尊重年轻人
的选择，不能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年
轻人，自己喜欢的不能代表大家的观
点。儿媳儿子都不愿回家吃了，肯定
就要问问为什么，从自身找原因。节
约是好事，但不能太过了，不要光图
便宜，食材在一个家庭中的开支占的
比重并不高，既然要在一起生活，就
要多和年轻人沟通，了解对方的口
味。蒋洪说，反过来，年轻人也要反思
一下，父母帮着带小孩，买菜煮饭都
负责了，仅仅因为饮食习惯等就外出
吃饭，这也不对，毕竟住在一起，逃避
不是解决的办法。

我家也有类似情况！
社会学老师社会学老师

对此，西华师范大学心理学教
授、心理健康研究中心负责人康钊认
为，节约成本和食品生态这两方面比
较容易理解，老年人到了一定年龄，
尤其是许多60岁以上的老年人，思维
容易褊狭，看问题就不一定那么全
面，容易被外界所误导，做出一些不
当、不理性的行为。

康钊认为，在目前已知情况下，
造成王阿姨有这种行为的原因首先
可能是王阿姨生长在物质匮乏的年
代，造成对物质有更长远的考虑。

康钊认为，王阿姨此行为可能还
有交往群体，消费理念不同等影响。还
有一个原因，可能是大环境、谣言等影
响，也会造成老年人的购物恐慌。康钊
说，“子女对老年人关爱不够，老年人
容易被洗脑，他们看重自身健康，一些
人充分抓住老年人的这种心理推销。”
成都商报首席记者 蒋麟 摄影报道

（应当事人要求刘丽蒋洋王宏霞系化名）

老人易被外界误导
心理学教授心理学教授

这样的老人，
不止一家有……

其实，可能有更好的办法……
都说教育孩子要“顺着毛摸”，其实对待上了年纪的父母，也应该如此。具体怎么做？一言以蔽之：投其所好，因势利导。
比如，文中的老人既然爱用手机和亲友视频聊天，说明其爱玩手机，微信上的养生文章应该看了不少。那么，儿女何不运用自己对网络

信息略胜一筹的判断力，经常选一点来源权威的养生信息推送给父母看或发至家庭群里，比如一些霉变食物易产生致癌物黄曲霉素等。
这样，父母“削掉皆可吃”的观念和囤积食物的习惯想必会渐渐得到改变。

成都一高校农场迎丰收
学生上阵“打谷子”

镰刀、草帽、雨靴、防水服
……9月11日，在四川大学锦
城 学 院（以 下 简 称“ 川 大 锦
城”）的农场里，正值中午，几
十名同学却在农田里麻利地
干起了农活，割水稻、打谷子、
锄地……大伙分工明确，忙得
热火朝天。

这是怎么回事？
据介绍，川大锦城这一片

金灿灿的稻谷于今年4月栽
种，经过了几个月生长，迎来
了大丰收，“这是我们自己种
的，现在自己来收割，感觉特
别有意义。”结束了上午军训
的大一学生也来到了现场，帮
忙打谷子。

不一会儿功夫，约半亩地的
水稻便收割完成，接下来大一新
生上场，开始打谷子。

尽管当天气温凉爽，但豆
大的汗珠还是从学生的脸上滑
落，“看着简单，但是纯手工打
谷子，还是有点累人，”现场一
名学生喘着粗气说，他告诉记
者，这是自己第一次体验这样
的农活，几分钟下来，最大的感
触就是累，“比较接地气，蛮锻
炼人的，而且很有意义，体会到

‘粒粒皆辛苦’的含义了。”
看到学生们在农田里忙得

不亦乐乎的样子，如果你以为
这只是一次单纯的体验，那就
错了。

据川大锦城农场负责人牛
志勇介绍，学生们干农活实际
上是学校的一项传统课程。自
2006年起，就将其纳入了必修
课程。
成都商报记者 许雯 摄影报道

2018全球无人机大会
进入第二天
中国民航局相关负责人
谈无人机空中交通管理

9月11日，在成都举行的
2018全球无人机大会进入第
二天议程，无人机的监管和
应用成为与会嘉宾热议的话
题。近年来，无人机在工业、
商业、娱乐业等方面的使用
日渐增多，对空域资源的需
求不断增加，对无人机系统
的空中交通管理也面临着重
大的挑战。

中国民航局空中交通管
理局空管部部长张兴皓认为，
对无人机系统的空中交通管
理，尤其是超视距飞行，未来
在面对空域的新用户时，空中
交通管理应该有新的思路和
模式。

张兴皓表示，过去10年，传
统航空器进入空域的数量大幅
度增加，比如商业火箭、RPAS
（遥控航空器系统）等。空管局
应该了解每个空域用户的业务
需求，在不对其他用户造成过
大影响的前提下，加强监管机
构与利益相关方的沟通。据悉，
2017年，无人机影响中国航班
正常飞行的事件有110多起。中
国空中交通管理局制定了民用
无人驾驶航空器违规飞行的处
置程序，提高管制单位的应急
处置能力，规范应急处置程序。
同时，中国民航也在深圳开展
了无人机空中管理信息服务系
统的试点工作。

张 兴 皓 认 为 ，如 何 使
RPAS融入，需要相关方共同
付诸努力。中国空中交通管理
局希望看到各方遵守一致的规
则，确保所有的国家都采用同
样的标准，特别是对RPAS飞
行规则的确立。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马钊

在公公婆婆没退休之前在公公婆婆没退休之前，，刘丽一度以为这个家庭完美无缺刘丽一度以为这个家庭完美无缺：：
自己和丈夫自己和丈夫、、公公婆婆都在眉山有固定工作公公婆婆都在眉山有固定工作，，平日里各自上班平日里各自上班。。
20142014年年，，公公婆婆正式退休公公婆婆正式退休，，丈夫换了新单位丈夫换了新单位，，儿子的来临儿子的来临，，也为也为
这个家庭增加了更多喜庆这个家庭增加了更多喜庆。。买菜买菜、、做饭做饭，，成了公公婆婆的成了公公婆婆的““任务任务”。”。

妈，冷冻食物也有保质期啊！

容量超200升的冰柜 好像装着一整个农场好像装着一整个农场

99月月1111日中午日中午，，成都商报记者来到刘丽公成都商报记者来到刘丽公
婆家婆家，，刘丽夫妇没回家刘丽夫妇没回家，，餐桌上餐桌上，，除了一碗剩除了一碗剩
菜菜，，就只有一盆南瓜和一盘藤藤菜就只有一盆南瓜和一盘藤藤菜。。刚说起儿刚说起儿
子和儿媳子和儿媳，，刘丽的婆婆王宏霞就端起碗进了厨刘丽的婆婆王宏霞就端起碗进了厨
房房：：看嘛看嘛，，你来前的半个小时才打来电话你来前的半个小时才打来电话，，说晚说晚
上又不回来吃饭了上又不回来吃饭了，，你说你说，，这个饭咋个煮这个饭咋个煮？？煮起煮起
又不回来吃又不回来吃，，要怎么样他们才满意要怎么样他们才满意？？

煮起又不吃，
你们咋个才满意喃？

关于那袋黄豆
““有啥不能吃的有啥不能吃的，，有虫才证明没打农药有虫才证明没打农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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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正在收割水稻

刘丽婆婆囤积的鸡蛋，已经坏了不少

冰柜装得满满的，外面还
有一堆蔬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