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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些好朋友，当他们的孩子读小学以
后，要约出来聚一次就难了，这是在我孩子上小
学前很难理解的事情。每次打电话问，周末要不
要聚一聚？电话那边就是：哎呀，不得行，他有几
个班，空不出时间。周末不行，节假日也不行，大
约只有寒暑假还能挤出一点时间来。

每到这个时候，我会观察到一个变化，在孩
子读小学前，他们带着孩子出来一起聚会，大人
小孩都显得放松和开心，整个场景可是说是其
乐融融。如今放寒假了，难得约着出来，大人眉
间难掩忧虑，小孩沉默不发一语，亲子关系感觉
比天气还冷。

几个月前，我女儿迈入校门，成为一名懵懵
懂懂的小学生，几个月后，老师发来期末成绩并
恭喜孩子喜提首个寒假……以及寒假作业。这
半年，我明显感觉到,和女儿的关系在急速下
降，与此相对应的是，跟朋友反而有更多话题
了。以前他聊小学我插不上嘴，我聊幼儿园他又
没兴趣，现在随着大家的孩子都在小学阶段，竟
然又进入了以前读大学时话永远说不完的状
态。但其实，说来说去都是那一些事儿。

比如时间紧，我们这一代读小学的时候，感
觉时间很多，而现在的孩子，上学后的日程基本
要掐着点来。比如我女儿，每天早上七点过就起

床，下午三四点放学后赶到游泳馆去训练，游泳
出来就傍晚六点了。等到回家吃了饭，已接近晚
上八点，剩下的时间就是辅导做作业，如果还要
看一会儿电视，上床是九点半之后的事情。这还
算顺利的，有时候布置的作业怎么都不懂不会，
于是大人、小孩我吼一下，你哭一会儿，时间就
更晚了。

态度却越来越无所谓了。朋友的孩子这次
期末考试在全班排到了二十多名，比上一学期
落了十来名，但他振振有词，“你不是说让我跟
自己比吗？我感觉自己比上学期得到的知识更
多了啊！我比上学期的我更进步了啊！”

我那刚读一年级的女儿，也慢慢有一点无
所谓的感觉了。就说游泳吧，这是她自己闹着
要参加的兴趣班，可是学到后来，她慢慢落到
了最后。别人都可劲地在水里扑腾，她在最后
不紧不慢不着急。问她吧，她说觉得累就不想
用劲了。气得我把她最宠爱的猫送到了她外婆
家，说什么时候游到前面才能把猫接回来。小
姑娘为此哭闹了好久，但在泳池里，努力了两
三天之后又恢复了常态。她的心态倒是调整得
很快，反正猫就在外婆家，每个周末去看看也
是可以接受的。

吃苦和奋斗是我们这代人成长过程中的主

题，小时候的贫乏，不需要大人多说就知道，不
努力读书没有出路。可现在的这一代，从小就没
缺过什么东西，让他们去理解又谈何容易？所以
就出现了我们带着自己对世界的经验和理解，
为孩子设计剧本，但孩子却根本不按你的剧本
去演的情况。他们的日程被大人安排得紧紧的，
但内心却并没有把这些当一回事。

到了放寒假的时间，亲子相处的时间增多，
多少也会发现，自己的写的剧本被演变了形，这
个时候，亲子关系能好才是怪事。所以也不要奇
怪，孩子放寒假了，亲子关系的低谷也就到了。

（花椒）

孩子放寒假了，亲子关系的低谷也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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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发卡
没法退款没法退款，，只好提回三桶洗发水只好提回三桶洗发水

我妈是一个对任何会员卡充值都相当谨慎的人，所
以当她告诉我，她在楼下的理发店办了一张300元的会
员卡的时候，我相当震惊。

我：“你居然办卡了？”
我妈：“开业酬宾，办会员卡充100元送50元，划得

来。我就充了300元，你黄阿姨才凶，充了2000！”
回想起上个星期我们才在电视里的社会新闻看到

一位女士，去理发店办了一张5000元的会员卡，结果没
去两次理发店就倒闭的新闻，投诉无门只有认栽，对着
镜头告诫市民朋友要谨慎办卡。我妈当时很清醒地评论
道：“哪个去办那些莫名堂的东西哦！”现在我看到她手
里那张黑色会员卡，也是一时找不到话来说她。

不过我妈强调，她办卡前调研好了的，这家理发店
的老板就住在我们这个片区，是本地人，而且她周围的
姐妹好多人都在这家办了卡，万一真有点什么问题，她
们会一起投诉解决。

然而，一语成谶。也就半年，我妈就去洗了一次头，
剪了一次头，连100元都没有花到，这家理发店就真的关
门了。

好在不是老板突然跑路，理发店贴了一个通知，说
要关门了，办了会员卡的会员没有办法退款，但是可以
退换成相应价值的物品。

我妈气到炸裂，但也没有办法，为了让损失降到最
低，她还是去提了三桶洗发水回家。巨大的三桶，可能有
两年时间我们家都没有买过其他洗发水，每个人都用到
烦，而且觉得毫无尽头——这辈子都要用这个没听过的
歪牌子洗头发了。

那天我妈洗完头出来说了一句：“早晓得我当初拿
个吹风回来哦！” （小扶）

自从充了会员自从充了会员，，就再没见过好脸色就再没见过好脸色

健身、美甲、做脸、做头发、瑜伽、跳舞……没有人比
我更喜欢办卡了。这么多卡里最让我感到生气和不值
的，就是做头发那张，现在想起来都还很气。

当初我找的老板剪，剪一次头发380。我想着，日子
还长，不然就……办卡？于是在微信上咨询老板办卡的
事，他语音回复说：“我不想在微信里谈钱，你来了再说
吧！”去了，剪了，要给钱了，他才说：“充1000打9折，3000
打7折，5000打6折，以此类推。”

正在考虑要不要充1000看看，他补充：“你这个头发
起码要充3000。1000，剪3次就没有了。”好吧，3000块一
充，剪头发的价格从380降到了266，我认了。

但钱一交，我就再没见过这个发型师的好脸色——
发量在线的时候去，他剪得懒心无常，还说：“哎哟你头
发怎么那么多，剪得我都累了！”脱发严重的时候，他剪
得冒火连天，说：“你头发怎么那么少？”还一个劲儿地薅
我头皮，“你看，这里面都空了！”

他让我烫头发，怪我头发太直：“你头发怎么那么直
啊？直成这样都不烫？”我听他的建议，烫了，后来再去
剪，他又说：“你头发怎么这么卷？让我怎么剪啊？”

之前做的颜色还没退掉，暂时不打算染发，他问了
我两遍，我说再坚持一下。他很不了然地质问我：“你到
底在坚持什么？”

觉得受了气，我去的频率就没那么高了，久不久地
去一次，他还怪我：“你看，我之前给你设计的线条都没
有了，这要放在国外，是要加收设计费的你懂吗？”

我在这里做了一年多的头发，实在忍不了他这样的
态度，眼看着卡里的钱就要花完，前台说：“你再不充卡
就要被注销了哦。”我说暂时不充，他洋洋得意地看着
我说：“怎么？不来啦？”

对啊，不然呢？！ （门牙）

自从会员卡里存了钱自从会员卡里存了钱，，不花也得花不花也得花

我很难得花钱在发型上，导致我现在也不确定外面
做头发的机构，到底应该叫做“理发店”，还是“美发工作
室”，又或者“发廊”？但每个女人只要走进这样的地方，
一定经历过一个叫英语名的设计总监，一边夸赞你的美
丽和年轻，一边跟你唠着家长里短，顺带倾诉倾诉自己
创业的艰辛。

像我这样容易跟人走近的不设防心理，三下五除二
就被各位Peter、Johnny、Tony说服了，花一两千办个卡简
直是美容美发界的小儿科。我家楼下那家店，在我办卡
之后，的确让我们家的发型质量在一段时间内有所提
升，因为存了钱，不花也得去花。但忽然有一天，店门贴
了张告示：本店搬迁，若有储值用户，请到本市其他门店
消费。

听起来也不算拔腿走人，但仔细一看其他门店的地
址，不是要穿城就是在郊县，洗个头理个发是万万不可
能跑那么远的！所以，从那家分店关张之后，我和我的
Johnny的联系也没了，不知道他当初说存够钱就回老家
盖房子结婚的心愿达成了没有。 （花花）

电影卡
每回都是每回都是100100块起充块起充，，感觉还是很不爽感觉还是很不爽

我从小就特别喜欢看电影。以前用学生证可以打5折，特
别划算；毕业后，有了团购，也挺划算；再后来，又发现在影城
的官方APP买，比团购还划算，于是喜欢看电影的我，从此进
入“办卡-充卡”的循环中，手握好几张电影院的电子会员卡。

影城APP买票便宜是便宜了，但票价不等，还有5块手续
费。每次和朋友看电影，我本来还有一种赚翻了的感觉，用精
打细算过日子的口气说：“我帮大家一起买了，一张节约10块
钱！”结果发现卡里面余额不足，必须得先充100块（APP充值
100块起充），心里又觉得好亏。尤其是余额64，但买电影票要
65，为了那1块钱，又要充100块……虽然那钱充进去还可以
以后继续买电影票，但想着要充100块钱来节约那一二十块，
感觉还是很不爽。

遇到点儿背的时候，身上钱包空空如也，但每张影城卡
里都有近百元，可惜这里面的钱除了电影票，啥也买不起。要
是这些会员卡可以花费好多就支出好多，就更好了。（Betty）

健身卡
老换名字老换名字，，害我没事就要去看它还在不在害我没事就要去看它还在不在

几年前，我家隔壁小区终于开了一家健身房。那段时间，
我刚好身体发福，办卡还是不办卡，让我狠狠纠结了一番。健
身房跑路的报道我看过不少，刚好我家附近的这个连锁品
牌，早前曾有一家分店突然关门的情况，让会员一时不知道
怎么办。

过了一阵，胖到自己都信了只有办张健身卡才有救的地
步。但我还是相当理智的，先是团购了一张一次性体验卡，进
去玩了俩小时，算是考察。宽敞，器材也新，顺便问了办卡的
价格，三年1800元，预算之内。

接着，我去查了当时的新闻报道，健身房的老板正面回
应了关门原委，最后也帮助解决了会员问题。要跑总不可能
都跑了吧？我这样一想，顾虑降低了一些。但我还是尽可能谨
慎，正式办卡的时候，我当然也留了一个心眼，在销售员开具
收据后，我还额外要了正规发票。在我的认知中，一旦出现问
题要维权，发票比收据有效得多。

销售员把我的资料送到了市中心他们的总部办理，一个
月后我才终于拿到发票。虽然现在三年的卡已经用了快两
年，且有发票，但我对健身房可能跑路的担忧还是存在——
因为正式办卡后没几个月，他们就让我换了新的卡片。又过
了一阵，健身房的名字也换了，据说是品牌升级，不过体验上
并没有什么变化。

现在，商场外面还挂着健身房上一次更名后的招牌，但
推销员发的朋友圈显示，他们似乎又换名字了，同一个地址
却在用另一个名字招工。每次换名字我就感觉是要跑路的节
奏，安全感真的太差了。虽然现在冬天懒得健身了，但我还是
要隔三差五去看看它到底还开起没。 （蓬蓬）

上网卡
方圆方圆55公里内的网咖公里内的网咖，，都有我的会员卡都有我的会员卡

网吧的会员卡，不像理发店，也不像健身房，一言不合就
要你充1000。网吧比较温柔，一般充50送20，充100送50。因为
面额比较能接受，所以也就无所谓了。充嘛！但慢慢地我发
现，我家方圆5公里内的网吧都留下了我以及我队友的名字。

队友，就是和我一起打游戏的朋友，为了追求刺激的氛
围，我们通常都会选择在网吧里打游戏，不，现在应该叫网
咖。网咖可好了，又能上网冲浪，又能喝咖啡奶茶，饿了一按
铃，服务员就会抱着菜单过来。

因为消费的项目多了，体验好了，我们也就心甘情愿的
充了会员，想着以后一直来，在这里打上“王者”。结果，第二
次来就遭了，人头攒动，摩肩接踵，根本找不到位置，充钱的
时候给你描述得天花乱坠；可没位置时，根本不搭理你。

没办法，我们只好忍气吞声去下一家网咖，说开个临时
卡，老板娘一下脸色就变了，“临时卡啊，10块一个小时哦”，
还有“临时卡不能用我们这里的无线网哈”……没办法，还是
只有办会员再充值这一条路。

就这样，第二个网咖会员诞生了。但既然有了第二个故
事就会有第三个。第三家网咖之奇葩，那天，我们坚决要了临
时卡，10块就10块，也不用无线网，但重点是，他们的卫生间，
要在门上输入会员卡号才能使用。我能怎么办，憋着尿去开
了会员。

有了第三个就会有第四个第五个……我现在每次去打
游戏，都会从我充会员的网咖依次走起。人满了，换一家；只
有厕所门口的位置，换一家；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可以和队友
连座，结果显示：你的余额不足，请联系网管充值。我和队友
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可能是我们的智商需要充值”。

我和我的一位队友算了一笔账，我们这两年往各种网咖
里充的钱，用来买一台电脑绝对够了。唉，真是被网咖耽误的
王者梦。

不过，我们现在也聪明了，充哪一家的会员，就把哪家变
成电竞食堂，点一杯奶茶炒一盘扬州炒饭，耍完吃完再走，鼓
励自己，这笔钱总有一天会花完的。 （大风吹）

滑雪是我持续得最久的
一个运动爱好。和往年一样，
今年我也花了几千块办了雪
场的卡。但曾经日盼夜盼的
雪季来临已经一个月了，我
却一次山也没上过。原因嘛，
很简单，忽然就不喜欢这个
运动了，完全找不到乐趣。

我开始像个游客一样，
一想到雪地就冷，一想到冷
就不想动，更别说每周还要
驱车一两个小时费时费力的
上山下山，把自己搞得披头
散发的劳累。在技术也没有
任何提升的情况下，我，一个
大龄滑雪爱好者，毫无预兆
地对滑雪失去了兴趣。这张
卡，估计也就带孩子去玩玩，
挽回一点心理上的损失。更
多的价值，算是浪费了。

生活多变化，办卡需谨
慎。 （LuLu）

是什么因缘际会喜
欢上肚皮舞的？我也不太
记得清楚了。只记得有那
么一阵子，迷恋上这个，
总想找机会学习。

因为对于自己的懒
惰有一定了解，便决定找
家最近的舞蹈工作室，步
行可达，省去舟车劳顿。

“只要你坚持，不仅身材
气质可以提升，还能结识
很多朋友，开拓交际圈。”
老板这句话，让我立马掏
钱办了张2800的会员卡。

但这可能是我人生
里最不划算的卡。从办卡
那天起，我再也没和那个
工作室有过任何交集，一
次也没踏进去过。办卡时
雄心勃勃，办卡后再无斗
志。我的肚皮舞舞后梦，
只留下了肚皮。 （基妈）

舞蹈卡
一次也没踏进过一次也没踏进过

滑雪卡
忽然就不喜欢了忽然就不喜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