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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节长假! 我萌发了和妈妈
婆婆逛北京的念头" 我结婚已经十多
年了!妈妈和婆婆的关系一直很僵!婚
前结下的疙瘩始终没有解开"

记得跟老公谈恋爱时! 妈妈一百
个反对!说我不该攀高枝!一个农村姑
娘嫁给城里的干部家庭非受气不可#

婆婆更是横加阻拦! 说儿子一点也没
出息!找一个农村姑娘丢人现眼"但我
们毕竟冲破了家庭的阻力! 婚后生活
得一直很幸福! 双方老人再也没什么
可说的! 可我心里的阴影却总是挥之
不去"

妈妈和婆婆两家相距$%"多公里!

彼此间从未有过任何往来! 十多年间
连面都没见过" 本来是浓浓的亲情却
这般冷漠!我的心该多难受呀$两位老
人都奔古稀了!都没去过北京!我如果
和妈妈婆婆一起逛北京! 不仅尽了我

的一点孝心! 更重要的是让两位老人
交上朋友!这该是何等的幸事呀$

于是! 我跟妈妈说%&女儿春节要
带您去北京!可婆婆非要跟着!您说行
吗' (&行!有什么不行的!咱们都这一
大把年纪了)*+妈答应得很爽快,我
跟婆婆说带她去北京!可妈妈要跟着!

婆婆说%-那太好了!我正好有个伴, +

北京的景区实在是太多了! 我们
首选的是由万寿山和昆明湖组成的
-壮观神州第一+的颐和园,

从北宫进入! 简直不知道该怎么
走!到处是路!到处是景!我们便随着
人流而行,妈妈和婆婆手牵着手!或俯
瞰苏州街!或漫游谐趣园!或徜徉在长
廊!或漫步十七孔桥,

之后!我们来到昆明湖游览!在湖
边漫步! 婆婆高兴得还小声地唱起了
-让我们荡起双浆!小船儿**+妈妈

拍着手给她伴奏! 看到两位老人象孩
子般的快乐! 我真是快乐极了, 我
们还游览了天安门. 紫禁城. 万里长
城.天坛.鸟巢.水立方等诸多景点!每
去一处都有一种乐不思蜀的感觉,

在北京的十几天!每天一大早!赶
到天安门广场参加升旗仪式是我们必
不可少的, 当看到鲜艳的五星红旗缓
缓升起!国歌奏响!无数的人们随着国
歌一起放声歌唱,看到妈妈.婆婆含着
热泪高声唱着国歌的情景! 我真是感
慨万千,

回到家里!幸福一直在我心中流
淌!妈妈夸我是好闺女!婆婆夸我是
好儿媳!老公夸我是好妻子!女儿夸
我是好母亲!我觉得这个春节过得太
有意义了!睡梦中有时还梦见妈妈和
婆婆在一起的那种亲热场面!竟然笑
出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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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婆是农村老太太!近&%岁的人了!身体还算
硬朗,为了让老人家过的更舒服些!我们软硬兼施!

好不容易把她接到我家同住,

刚开始!我们怕婆婆初来乍到不适应!就轮流
休班陪她聊天.散步.逛街购物,后来日子长了!大家
认为老人家已经适应了!休息日就各忙各的了,我也
只有晚饭后陪着她看会儿电视!说会儿话,一天我上
班发现漏带了一份重要的文件!赶回家里取!开门没
发现婆婆!急忙的找!看见她一个人趴在阳台上!百
无聊赖地瞅着外面得世界,我知道婆婆寂寞了!就告
诉她!可以下楼去走走的, 婆婆说%-没走惯这楼梯!

上来下去怪累!况且下去连个人影都没有!也没有说
话得伴儿!就不下去了!趴在这里看看吧, +

过了几天!我发现婆婆的食欲大减!精神也恹
恹的,于是和老公商量!找个给她解闷儿得方式,正
好小区里的小广场上!物业上雇人领着大家跳街舞
健身, 我和老公积极怂恿婆婆去参加!刚开始婆婆
是横竖不答应! 说这么大年纪了还扭来扭去地害
羞, 最后我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就是我陪婆婆
到广场附近的那块空地里去!我先学会了!再教她,

没想到!婆婆还是个了不起的角儿!身体协调性强
不说!悟性也蛮高, 我一边教!一边和婆婆说着话!

-妈! 可惜您年轻时候没接受过舞蹈这方面的正规
学习**+没等我说完!婆婆接口道%-还真浪费了
俺这个人才呢, +婆婆幽默的话惹地我哈哈大笑,

我们婆媳俩经过一个星期凿壁偷光式的学艺!

技术已臻完美,于是我劝导婆婆跟我去广场里参加
集体跳,我们婆媳二人熟练得舞姿引起了那些人的
注意, 婆婆也成了几个老太太中的佼佼者!在大家
的赞美和鼓励下!婆婆吃过晚饭就早早下楼跳舞去
了, 这样子过了几个星期!婆婆不仅交到了几个可
以说心里话得老姐妹!而且也显得精神了!面色红
润.饭量大增, 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变化啊/

从此婆婆就和街舞结下了缘!做儿女的我们看
着她身体健康心里自然也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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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莎是一只可爱雌性的小猫咪!

故被宠物医院和美容院的护士及美容
师们亲切地唤作 -莎莎美女+, 莎莎
美女眼神清澈.气质脱俗!性情单纯活
泼.顽皮好动!永远保持着一副对世界
充满好奇模样!我对它狂热的喜欢和
由衷的爱护, 除了让它吃好喝好!还
要积极热情地为它美容打扮!力争它
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莎莎美女+,

莎莎有自己独立的卫生间! 它的
卫生间里铺着厚厚的猫砂!干燥舒适!

卫生间外壳苹果绿色底座!白色屋顶!

像一座漂亮的小房子, 莎莎的洗澡周
期约为一周左右, 尽管每次洗澡它都
非常不情愿! 总想从池子里逃离或在
用电吹风烘干身子时伺机逃跑! 甚至
有时在洗澡池里嘴巴不停地嘟嘟哝哝
以示抗议! 但定期清洗这个项目依然
成为莎莎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功课,

它的指甲长了后会自动弯曲!犹
如一个小钩子, 每当它顽皮好动蹿上
你的身子与你嬉闹! 那带钩的爪子令
它像一只壁虎无奈地吊在你的裤子
上! 同时也把裤子勾出线丝所以莎莎
的指甲需要定期修剪护理, 在美容院
里!美容师将伊利莎白圈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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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套上莎莎的脖子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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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由一位美容师将它抱在怀里!另
一位美容师则开始修剪它的指甲, 美
容师小心翼翼地捏住它的小手! 让它
的指甲伸出肉垫! 然后仔细一一剪去
白色透明部分的指甲,指甲剪完后!再
将每个指甲细细打磨圆润, 在这个过
程中! 莎莎的脑袋被套在伊利莎白圈
内!小嘴巴有劲使不上!于是只好哼哼
唧唧地碎碎念,每当这时!美容师会耐
心地跟它说话!唤它的名字!以使它安
静下来,修剪完指甲!美容师用一只细
长的剪钳裹上药棉!沾上洗耳油!探入
莎莎的耳朵深处为它清洗耳朵里的污
垢,这两件事完毕!一个干净清爽浑身
散发着迷人气息的莎莎便精神抖擞地
闪亮现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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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妈妈婆婆逛北京

:;<= 婆婆学街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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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年三十的年夜饭! 哥哥姐姐弟弟妹
妹全聚齐了, 席间敬酒!我们女子要求男士
说漂亮的祝福语! 而且称呼各不相同, 于
是! 大哥叫我们一把手! 二哥称呼我们美
女!大姐夫喊我们领导'老公用了第一夫人,

轮到弟弟时!他的眼珠转了好几圈!终于开
口%-各位皇后!祝你们新的一年))+

-什么呀!太不靠谱了/ +我们集体打断
了他,弟弟笑了%-没听说过那句经典语录'你
把老婆当仆人!你连仆人都不如,你把老婆当
皇后!你就是皇帝/为了巩固我们男士的皇帝
地位!我当然要敬你们这一群皇后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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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妹妹的孩子欢喜地围在我身边,

两个小家伙聪明着呢! 知道我除了送他们

礼物外!还会给压岁钱,

我拿出一张$""!一张(元, 叫过大妹&

岁的儿子%-大姨祝你在新的一年快快乐
乐/自己挑吧!只能选一张, +小家伙望了望
我!又看了看她妈妈!眉开眼笑地挑选了(

元,嘿/宝贝!怎么不要$%%的啊'我故意不
解地问, 他咧开小嘴笑了%-拿$%%我妈会收
走的, 每次她都要收走我的压岁钱, +我大
笑%-宝贝挺聪明的啊/ 快!叫妹妹来, +

小妹的女儿站在了我面前! 同样的选
择题, 但(岁的孩子毕竟小了点!她毫不犹
豫地将手伸向了$%%元, 说时迟那时快!她
哥哥猛地冲过来! 一把抓过(元钱塞给她%

-妹妹!不要那张!你妈会收走的, 你也拿(

元!咱俩买可乐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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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三晚上! 我们一家人去看新年节目,

自助餐!灯光舞台!热闹非凡, 但我是那种走
到哪都要看杂志的书虫,如果演舞蹈!我会转
过身子面向舞台紧盯着看,我喜欢舞蹈,但如
果歌手出场!我就不那么专心了,我会阅读我
的杂志, 反正我早已习惯了闹中取静,

正看2爱人3入神呢!我突然听到男歌
手的声音飘过来了, 我快速将杂志合起来!

转过身子对着男歌手鼓掌, 没想到的是!他
竟然也对我伸出手!笑容灿烂, 天哪/ 我不
会唱歌啊/ 我的脑袋轰的一声!连忙朝他摆
手!摇头拒绝了,

&你这人真没礼貌/ 为什么不跟人家握
手'他都握了一圈了!就你不给他面子,+老公
不解地看我, &啊' 他要和我握手' 我还以为
他邀请我和他对唱呢' +我惊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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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念幼儿园中班!一天到邻居的小朋
友家里发现小朋友的父母亲在教小朋友学
汉字!儿子也吵着要学汉字, 看到孩子主动
说要学! 我拿出了一些汉字学习的卡片!准
备一个一个汉字慢慢教, 刚学了几个!儿子
明显表示出不耐烦.不想再学下去的情绪,

我只得寻找新的方式! 我建议小孩把
卡片贴到墙上!然后一个个学!学会的汉字
就把它撕下来, 小孩一听要粘卡片!一下来
了兴趣! 很有兴致地和我一起把卡片粘在
墙上, 开始的时候!我故意挑了几个儿子平
时就会的汉字让学习读! 孩子能读出来的
话!就把它撕下来, 儿子非常快地读了几个

他认的字!并把它撕下来, 这种学会了就撕
下来的行为给了孩子一定的成就感! 因此
给了孩子很好的学习动力,

这种方式实行了一小段时间后! 我尝
试着让小孩子自己猜汉字, 当学&圆+字!我
在那用手比划一个圆圈!儿子就猜是&圈+!

当我再提示篮球是什么形状的! 儿子便猜
出是&圆+, 接着学&毛+字时!我指着皮肤上
的细毛让小孩猜!儿子猜是&皮+!当我再指
头发时!小孩便知道了那是皮,

比些形象动作! 或简单提示让小孩猜
汉字! 这种方式很好地调动了孩子学习的
积极性, 在这个猜过程中!孩子的思维能力

得到了提高,

第三种方式是让儿子当老师, 儿子学
了一段时间后!他突然指着&冬+字问我这
个是什么字!我故意装着不懂!要求老师
解释, 儿子听到某人叫他老师!高兴地引
导我说%&北京的什么天会下雪+! 我赶紧
喊出&冬+字, 除了引导!小孩还会想着对
某个字进行形象的比划动作, 让儿子当老
师!让孩子学会自己思考!让儿子体验不
同的角色!同样也是激发孩子学习兴趣的
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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