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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居是快乐的生活之所!一件
富有情趣的小摆件! 能让家充满无
限快乐"如今!家居卖场和一些精品
店中! 用于点缀家居装饰的小摆件
越来越多!它们不但外形可爱!色彩
鲜艳!更是造型各异!甚至带些古灵
精怪的味道!让家也变得活泼生动!

富有情趣#$

草莓情侣吊脚手绘娃娃%&&

幸福的草莓帽木偶!惬意'悠闲享受
田园时光!看着这对可爱的木偶!心
里有种暖暖的幸福感"

可爱情侣树脂摆件&&&帅气
的小脸蛋!稚嫩的皮肤!让人情不
自禁的就想捏一下" 可爱的小草
帽!带来了十足的乡村气息!这种
感觉不就是城市中的我们寻找的
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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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白一黑两只小狗挤在一只
大黑猫肚子下面抢着吃奶!而猫妈
妈一动不动地卧着!不时还温柔地
用舌头为为两只小狗+洗洗澡,!没
有丝毫拒绝的意思-这一幕真实出
现在我家-

猫妈叫+莎莎,!和狗+孤儿,的
妈妈 +叮当, 从小就是形影不离的
+好朋友,- 不料!今年初!叮当产下
小狗!却因为难产死了-

我们买来牛奶喂小狗!但没有
狗妈妈的温暖! 两只小狗吃不饱!

就一直在小窝里叫唤-家里刚下过
猫崽不久的猫妈+莎莎,只要听见
小狗的声音! 就会立刻跑出来看
看- 这引起了岳母的注意!想让莎
莎来养这两只可怜的狗宝宝-

岳母试着把小狗放在莎莎的窝
边! 没想到两只小狗竟然自己爬了
进去! 一头扎进莎莎的怀里和几只
小猫抢奶吃- 而莎莎竟然没一点反
抗- $只小猫抢不过小狗!莎莎就等
小狗先吃完! 然后再把小猫叼到一
旁喂- 从此!莎莎一直负责喂养和
+教育,两只小狗本领- 时间一长!

两只小狗对猫妈莎莎有感情了-莎
莎走的哪!两只小狗就跟到哪里-

莎莎的奶越来越少!不能一直
喂养两只小狗!它有时就会跳到高
高的凳子上!+躲避, 两只 +跟屁
虫,-等它在上面吃饱喝足了!才会
跳下来照顾两只狗宝宝-为了分担
莎莎的 +重担,! 我专门去买来奶
粉!冲给小狗们喝-还把肉煮熟!喂
小狗们-

渐渐长大的小狗们和小猫一
起玩耍嬉戏-看起来就象亲密的兄
弟姐妹- 有邻居听说后!纷纷来家
里看希奇-莎莎和它的狗娃也在小
区出了名- 有些人还好象带来狗
粮!送给狗宝宝吃-

我们现在越来越喜欢莎莎和
它的孩子们了- 岳母说.咱家莎莎
把叮当的孩子视为己出!动物和人

一样!都富有同情心-咱
们可不能亏待了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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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婆来城里照顾孙女!对孙女
照顾得无微不至- 可儿媳阿芬发
觉!婆婆的睡眠不好-

于是!阿芬打趣婆婆说.+来这
里不习惯( 还是想爸爸了( ,

婆婆回答.+老夫老妻! 想啥
想(/俺是有些想家里的球球-和球
球生活%年!一天不见都想得慌!何
况都一个多月没有见到球球了- ,

婆婆说完!眼睛有点潮湿-

球球是婆婆在老家养的狗狗!

这怎么办( 阿芬和老公商量!网购
一台笔记本电脑!送给爸爸!那样
爸爸就能在家里上网!打开视频就
能和爸爸语聊!也能看到球球了-

这天晚上! 阿芬把婆婆叫到

电脑跟前!说要教她视频语聊- 婆
婆不大高兴!嘟哝!俺不会上网!咋
会视频语聊呀( 阿芬把电脑打开!

登陆&&!爸爸在线!于是向他发出
视频要求!爸爸接受了- 阿芬赶紧
把视频调成全屏! 婆婆瞪大了眼
睛!只听她欢喜地叫.+球球/ 电脑
里有俺的球球/ ,只见视频里爸爸
抱着球球!那球球听到喊声!一下
子站立起来!冲着电脑里的婆婆汪
汪叫- 婆婆像怀里抱着狗狗一样!

没完没了地唠叨.+球球!奶奶来城
里照顾妞妞!你在家!要多听爷爷
的话-少吃肉!多喝水!天热哪/球
球!爷爷带你出去遛弯了吧( 见到
对象0美美1了吗(俺知道你对她情

有独钟/球球!城里户口可贵!你还
是待在老家吧##,

儿媳听得出来! 婆婆的话!一
半说给爸爸!一半说给球球-

婆婆语聊后!这一夜!睡得特
别香甜-

又一个周末!婆婆给孙女洗好
澡! 冲着刚回家的儿媳说.+芬!俺
还想和球球说说话- , 阿芬回答.

+好啊! 我还是帮妈申请个&&吧!

你就可以在家和球球视频语聊了-

不过!再视频语聊!千万不要冷落
了一旁的爸爸哟-,婆婆抿嘴一乐!

道出实话.你真傻!俺就是怕老头
子寂寞!才同球球视频语聊的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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蚝油生菜是一道饭店内常见
的菜肴!用生菜及蚝油配以辅料加
工炒制而成!炒作简单方便!营养
丰富!鲜嫩可口'清鲜润滑-生菜富
含水分! 每'""克食用部分含水分
高达()*一(%*! 故生食清脆爽
口!特别鲜嫩-生菜还含有莴苣素!

具有清热'消炎'催眠的作用!是寻
常百姓家餐桌上的家常菜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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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不愿意做家务事! 也不会做
家务事- 现在不少家长甚至不让孩子做
一点家务事!生怕影响了孩子的学习!大
大小小的家务事都由家长包办代替了!

其实这样做是误了孩子-

做家务事不仅是一种体力活动!能
锻炼身体!而且是一种生存技能!是人人
都应该掌握的生存手段- 做家务事是一
种轻微的体力活动! 还能提高自己的社
会实践能力-比如说买菜这件事!其中就
有不少学问是只有经过实践才能学到和
学好的- 能做家务事! 不仅本人受益一
生!而且对家庭说来也是非常有益的-父
母能做几样拿手的好菜! 会给儿女留下
终生难忘的美好记忆-子女能做做家务!

会让父母感到莫大的欣慰-

不过家务事是做不完的! 做多了也
会使人感到烦!家务事要靠大家来做!而
且要注意休息和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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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嫩的蚝油生菜

TUVWXYZP[\]

她的母亲虽然+"多岁了! 但是对电
脑却并不陌生!没有退休的时候!就会在
网络上写文章!她开的博客里的粉丝!不
知道比她的女儿要多多少倍呢-

她母亲博客里的粉丝大多是她的
学生和同事-没退休的时候!她每天忙着
上班!没有多少时间写博客!可现在退休
了!她时间多了!没事情的时候!就在博
客里写日志!每篇日志写完后!都有很多
的学生给她评论- 她的母亲是桃李满天
下!学生现在是散落在世界的各个角落!

有些微不足道的评论! 她看了却会热泪
盈框!因为评论的人!让她想起了'"年!

甚至,"年前的一些事情-一天!她指着一
个学生的评论对女儿说道.+这个小孩!

当年我拿过小木棍打过她手! 其实就是
想吓吓她!没想到!木棍却真的落在那个
学生的指头上!当时!那个孩子!眼睛紧
闭!疼得泪都要掉了下来了!她疼!我的
心也疼啊!当老师当这么些年了!就打过
这一次学生- 以后她考上北京外国语学
院!现在美国!不知道怎么知道了我的博
客!说她想我啊/ ,

母亲又指着另一个学生的评论的对

女儿说.+这个小男孩!当年调皮捣蛋!整
天不学习! 才小学就说要找我们班级的
一个女生结婚!还要请其他同学去喝酒!

那个小女孩听了后!就再也不理他了-呵
呵!现在他结婚有孩子了!一家三口的照
片都传上来了- 她老婆还挺漂亮的- ,

前几天! 母亲跟女儿说.+我要拍几
张照片传到博客上! 好让外地的学生看
看现在的我- ,

+妈- 你现在都老了!以前你那样年
轻漂亮! 你不怕改变自己在他们心中的
形象啊( ,女儿笑着说道-

+生老病死!这是自然规律!我是他
们的老师!他们怎么会嫌弃我老了呢(再
说了!我能有那么老吗( ,母亲回道-

几天后! 母亲上传了她最近的一组
照片!又上传了她年轻时候的一组照片-

看着那两组照片!女儿不仅感叹.岁月如
梭!光阴似箭催人老啊!母亲真的老了!

头发全白了##

但母亲没有丝毫忧伤! 依旧沉浸在
写博客里! 沉浸在看学生给她评论的幸
福中-女儿母亲心里全是她的学生!没退
休的时候是!退休后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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