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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入伍前是山东潍坊农村的
高三学生，当时学习基础不够
扎实，高考志愿也填得高不成
低不就，结果那个暑假免不了
成天备受父母唠叨：学习从来
就不咋的，自己平时不努力，
关键时刻菩萨哪会保佑你；看
是 复 读 还 是 准 备 打 工 ， 再 不
然，就在家里继承祖传的风筝产
业，早点儿找个媳妇生个娃拴
着，人生就凑合这么过呗！听得
我心里直发毛，我还想自由几
年，于是就应征入伍了。

从华北一下子跨越大半个中
国，来到西藏边防，我还暗自窃
喜了好长一阵时间：终于可以免
受父母成天的唠叨了，部队也不
能天天时时用手机，他们要想遥
控指挥并不容易。

入伍后，父母学会使用微
信，第一时间添加了我，最初打
字很艰难的他们大多时间发的是
语音，还像家里唠叨那般，嘘寒
问暖、问长问短的，有时也会拍
家人照片或者视频发给我，像姥
爷生日、表哥结婚、大侄子满
月，都拍了全家福视频发给我。

距离真的会产生美，时间一
久，我倒是恍惚觉得自己有那么
一丁点想家和想父母了。两年义
务期很快结束，我转成下士，第
三年仲春终于可以休假回家了。

离别两年，爹妈见了我很开

心，于是无论吃饭、看电视、赶
集、逛街……总是利用一切时机
把两年的唠叨都补了回来：“几
时学会抽烟了？”“你不要连续几
天都喝得半醉，大半夜回家行
不？”“你表叔给你说了个姑娘，
山东师范的，青州人，周六去见
见”“人家是大学生，家教好，
也没嫌弃咱农村”……

为了耳根子清静些，几天
后，我尽量单独活动，吃饭时也
拨些菜在自己碗里，在院子里晒
太阳，或者躲在房间上网，晚饭
后约同学哥儿们一起打球、骑
车。

假期转瞬即逝。返回部队前
几天，午饭时我照常拨了菜端着
碗，坐在院子里晒太阳，却隐隐
约约听见房里父母的话语：

“你别难受了，娃是长大
了，独立了，像男子汉了。”“我
咋觉得他吃饭都在赌气？”“你多
心了，他要真赌气，都不在家里
吃饭了。你看你做的腌驴肉他多
爱吃，一吃就是冒尖一碗，他在
部队哪里吃得到这个味道？”……

我的眼眶忍不住湿润了，顿
了顿，微笑着回到桌上，大口大
口吃起来。

毕竟父母的唠叨都源于爱，
可我却不屑于享受这个幸福的过
程。要及时珍惜才好！

黄 超整理

我是 1991年生人，很多人爱讲我们是“少
年不知愁滋味”，可26岁也不算小了，眼瞅着要
奔三了，烦恼怎么会没有？

虽然不喜欢被贴上标签，但是“90后”确实
与众不同，跟“80后”完全不一样。

最大的不同，应该是思考方式。我已经结婚
生子，但在父母眼里，我远远没有长大，更别说
能担负起一个合格父亲的责任。在他们看来，孩
子的衣食起居所需的东西都应该由我们亲力亲
为，就像他们当年那样。但现在是分工细化的时
代，我们可以花钱请好的保姆，她们在照顾孩子
方面要比我们专业得多。所以，我们经常因为意
见不同而起争执。

再比如挣钱。我是做建筑工程的，资金周转
频繁，经常有挪了上家补下家的情况。借钱做生
意，在我看来是常态。多少大老板都是借钱起
家、借钱扩充、借钱发展的嘛。但在父母甚至是

“80后”的姐姐姐夫看来，这种做法无异饮鸩止
渴，一旦没有人借钱了，资金链断了，就完了。

但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在这个年代能借到钱也
是本事，靠着自己米缸里的那点儿“米”，一辈
子也做不成大事业。

经常跟同龄的朋友们沟通，大家的烦恼大同
小异。我排了个序，跟家人观念上的差异是最大
的烦恼。比如谈婚论嫁，传统观念当然认为到了
我们这个年龄，谈对象、娶妻生子都应该提上日
程，但是我们“90 后”于私人生活品质特别看
重，找不到合适的绝不将就。所以很多朋友过年
宁愿不回家，也不愿意由着父母和亲戚在这方面
干涉自己的选择。

最近我看网上有人评价“90后”的特点，包
括早熟、随着兴趣走、追求平等、腐萌贱坏怪
等。其实我们不愿意贴上这些固化的标签，每个
人都有自己的个性和追求，我们这一代比以往任
何时候都具备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的思想和能
力。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以理解的目光来看待
我们“90后”。

本报记者 朱 磊整理

本科加读研，我在上海已有 7
个年头。父母在老家云南省玉溪
市，经营着一家由爷爷传下来的店
铺。7年间，时常与父母“煲电话
粥”，讲述我在这个城市的琐碎。

然而一直到上大学之前，我与
父母的关系却是不咸不淡。反倒是
来到上海后，我们才有了更多的交
流。

1996年以前，父母在一所回民
学校教书，后又去了离家五六个小时
车程的元江创业，忙碌的他们无暇顾
及我。6岁开始，爷爷奶奶照料我，
与父母一两周才见一次面。用“半个
留守儿童”形容我再恰当不过。

本就与父母不太亲近，又因淘
气得很曾挨过打。到高中时，发展
成至少一月一吵，当时的我还故意
躲着父母，尽量不在他们的眼皮底
子下出现。回想起这些，更觉今天
的融洽可贵。

大一下学期，我迎来了初恋，
维持了一年便和平分手。父母略知
一二，却没有多加询问。6年后的
现在，他们没了当初的沉着淡定。

“有合适的人就别错过，可以
谈起来”一类的话，在寒假家庭茶
话会和“电话粥”里时不时被提
起。母亲甚至直言嫉妒她的同学、
亲戚有了孙辈。所幸，他们的语气
很是温和，还没到“逼婚”的程
度，不曾带给我多大的压力。

人们常说“七年之痒”，在上
海的第七年，我最终决定弃上海而
归。上学期末，我更报名参加了

“美丽中国”公益组织，决定毕业后
花两年时间在云南的深山里教书。

我思量了很久该如何告知父母
将要去支教两年这件事，在设想了
不下百条他们可能反对的理由和我
的解释后，终于拨通电话。出乎我
意料的是，父亲只是淡淡地回复了
一句：“那你报吧，去锻炼一下。”
除此之外再无他言，我准备好的一
整套说辞竟然没有派上半分用场。

碰上这样开明的他们，我是幸
运的。

5 月初的上海有了盛夏的味
道，窗外吹来热热的风。再过几
周，母亲就要来上海，我已计划好
带她去苏州、南京逛逛。

张 荔整理

前些日子，老妈突然做起了美容护理。打电话
听她说，是一位朋友推荐的，据说效果特别好。细
细一问，说是某某品牌，我从未听说过。于是我
让老妈把产品照片发来，看到之后，顿时无
语，一款面膜上的英文名称，单词竟然都是错
的！去国家食药总局官网一查，果然是山寨品牌。

我劝老妈，这是假冒伪劣产品，不要再用
了。老妈一口咬定，某位朋友就是在这家美容店
做护理，效果特别好；美容店也是一位熟人开
的，承诺没效果全额退款，所以一定要试一试。
无奈，只好随她。

“五一”假期回家，我特意给老妈带回来同
样功效的品牌面膜。听完我的介绍，她还是默默
地把面膜收了起来，然后继续用朋友推荐的产
品，声称用完那款面膜，感觉皮肤光滑水润了许
多，等用完一个疗程，效果会更好。

实在拗不过她。面膜虽假，用了这些日子确
也没有副作用，便只好和她达成协议，用完之后
就不再买了，以后我“承包”她所有的化妆品。

其实，这也是许多“90后”的烦恼。在互联
网时代，父母对于信息真实性辨别不足，容易轻
信虚假信息。朋友圈的科普谣言、网上伪造的重
大“新闻”，甚至叔叔阿姨们相互推荐的“神奇
产品”，在我们看来存在显而易见的谬误，他们
却有可能信以为真。

当我看到老妈早上细心地用买回来的“某某
都说好”的假化妆品补水、涂精华、抹日霜、擦
防晒时，真是既担心又无奈。“店里的护理师是
专门从外地学习回来的，都做这行好多年了。”
老妈对这位护理师充满信任，虽然她也知道这位

“护理师”连资格证都没有。
好吧，不求这护理有什么功效，只希望不要

有卫生安全隐患。细细想来，其实那位朋友“一
个疗程见效”的承诺，是妈妈对于美丽的一份期
待，我怎么忍心直接打破这份期盼呢？

看来，只能侧面引导老妈“走向正途”了。当
晚，我决定要“骗”老妈敷我买回来的真面膜。

自从上大学之后，每次放假回
老家，和父母相处已经形成一个固
定模式：回家前想念，回家后“怨
念”。

没放假的时候，父母会盼着我
回家团聚。放假回家第一天，父母
把我当成宝，带我吃美食，领我去
商场“买买买”；等到回家第二
天、第三天……父母就开始各种

“嫌弃”我了，嫌我晚睡晚起、嫌
我宅在家不出门相亲、嫌我捧着个
手机不和他们聊天……

当我到异地工作时，和父母打
电话也形成了一个固定模式：前半
部分嘘寒问暖，中间部分谈理想，
后半部分谈人生大事。

嘘寒问暖部分：父母会问问我
最近工作累不累？有没有好好吃

饭？“谈理想”阶段由老爸出马，向
我传授职场法则；“谈人生大事”部
分，则是老妈和我聊相亲事宜，比
如，“最近某阿姨介绍了一个不错的
男孩子，还有小姨有个同事的弟弟
在某地方工作，也可以考虑”……

每当进入“谈人生大事”阶
段，我总是借口说还有点儿工作要
处理，就匆忙结束了和老妈的谈
话。后来听老爸说起，因为我总是
和他谈工作的事情谈很久，而每到
和老妈谈话时就匆匆挂了电话，她
对此有些伤心，认为我是逃避。

我并不是不想和老妈聊天，可
是她总是乐此不疲地为我介绍“批
量的”相亲对象。我工作了一天本
已十分疲惫，想早点儿休息，并且
对她提到的几个相亲对象也不是很

感兴趣。久而久之，我会表现出不
太耐烦的样子，老妈便觉得我在逃
避和她沟通。

后来我也反省了自己：对待上
司、客户时，我总是和和气气，可
对待最亲近的父母为何不能多点儿
耐心呢？仔细想想，父母毕竟是世
上最爱自己的人，说那些我不爱听
的话题也是出于好意，因为他们担心
我一直忙于工作而疏忽了自己的终身
大事，错过合适的另一半。同时，父
母只是希望我一切都顺顺利利的。

于是，我也慢慢调整了和父母的相
处“套路”，其实很简单：能顺着他们的
意，就顺着来；意见不统一时就慢
慢安抚；适时拍拍“马屁”，不定
期送送小礼，学会倾诉与倾听。事
实证明，这几条还挺有效。

我今年 22 岁，准确地说是
“95”后，目前在自家开的农家
乐里招揽生意。

我高中没毕业就辍学了，在
社会上闲逛了两年，也没找到正
经事做。爸妈担心在外面学坏
了，我只好回家待着。但待的时
间久了也挺烦的。想过要去学一
门手艺，可一直没选好方向。看
得出，父母挺为我未来的出路操
心，但他们不知道我真正需要
啥。其实，连我自已都没想好。
好在现在家里农家乐生意不错，
需要人手帮忙，我就干上了。

到现在我还没正经谈过女
朋友。自己都没定位好，将来
指望靠啥子吃饭都不晓得，谈
了也会连累别人。可爸妈不这
样 想 ， 他 们 希 望 我 快 点 儿 结
婚，好收收心。他们不知道我
是怎么想的，也不愿意知道，只
知道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来安排
我的人生。爸妈托人给我介绍过
两个女孩，一个比我优秀，看不
上我，另一个，我比她优秀，没

看上。
在家的日子一天天过去，对

象没找，工作没找，爸妈有时很
烦我，会说一些气话，挺难听
的。我也赌气出去租房子住过，
但没坚持多久就又回归父母的怀
抱。我很多同学都去了工厂上
班，龙泉这边汽车厂比较多，工
作相对好找。爸妈劝我也去，可
想想流水线上的日子也挺难熬
的，我一直犹豫不决。

现在政府对年轻人创业很支
持，我想到过自己干。但父母不
支持，说我懒散惯了，干不成
事。我这棵想创业干事的“小
荷”才露出尖尖角，就被他们无
情地折断了。不做事情，他们骂
我没出息，想干点儿事吧，又不
支持。这真让人苦恼！

我现在想好了，无论如何，
明年一定找个自己想做的事。不
能总让别人觉得我这么个大小伙
子，像个吃闲饭的。那不是我要
的人生。

本报记者 王明峰整理

我我和父母怎么处？

█ 李微楠

华东师范大学 研究生

█ 李微楠

华东师范大学 研究生

对抗融洽
七年间

总吃闲饭非我愿总吃闲饭非我愿

█ 崔小军 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山泉镇 农民

父母唠叨也是爱

█ 赵 闯 西藏军区某部下士█ 赵 闯 西藏军区某部下士

我为老妈买面膜我为老妈买面膜

█ 陈 铎 宁夏银川 私营企业主

观念差异阻沟通

█ 王 萌 北京 媒体人

█ 项 月 北京某公关公司职员

三条“套路”挺有效

又到“五四”青年节，我们选择了一个生活类话题，看看出生在
上世纪90年代的青年人如何应对来自家庭的“挑战”

▼ 压力山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