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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情感周刊

亲与子
心灵按摩室

二级心理咨询师卢德秀表示：
“爱”到底是什么，要怎么“爱”，很
多人是迷茫的。往往时间过去很
久，回头看，才发现：“爱”正是被自
己忽略的、轻视的、甚至是遗弃的
那些不起眼的东西……

由于每个人对婚姻和爱情的
理解不同，面对同样的问题，有人
迎刃而解，轻松突围，有人却因为
无法面对而倍感困惑与焦虑。这
取决于个人的认知和行为模式。

个案中来访者由于在原生家
庭中被过度关注和溺爱的因素，有

以自我为中心、依赖心强的性格特
质，只懂接收爱，不懂付出爱，缺乏
换位思考的能力。面对生活中的
矛盾冲突时，他选择等待别人处
理，自己回避，同时把心中的积怨
和不良情绪发泄到亲人身上，伤害
了自己也伤害了他人。

只有调控情绪，找到合理解决
问题以及处理人际关系的有效方
法，引导来访者认识到爱与责任对
家庭的重要，才能让来访者知道：爱
是付出、是包容、是理解，才能成功
化解婚姻危机。（文字整理 纪瑾）

爱是付出 是包容

□子张

为了强化英语学习，上了一个补习
班，在班里，我的英语水平谈不上是最好
的，但也不算最差。因为我们学的是美
国小学生英语课本，所以进度这一块儿，
大家都是很慢。

但是最近一年才来的3个人，进度
要比我们老生快得多。比如我，用了两
年时间才学完第一册，牛牛却已经把第
二册的三分之二给啃下来了。我想，可
能是因为那个时候我还小吧？和牛牛一
同来班里的小荃虽说有一点记不住单
词，可也学到了第二册。

还有一个去年11月才来的“螃蟹”
（外号），有时候也会拖欠功课，做事慢悠
悠的，但他很用功，进步也很快，已经学
到第一册的五十多课了。我们班最幽默
的也就是“螃蟹”了，因为他发明了很多

“中西合璧”的词组，很好玩，我来说几个
吧。

英文“好”是“GOOD”，“你”是
“YOU”，合 起 来 就 变 成 了“YOU
GOOD”。每次当“螃蟹”对我说这句话
时，我总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然后
我就琢磨了一下，原来他是在说“你好”
啊！

还 有 呢 ，“ 吃 ”的 英 文 单 词 是
“EAT”，与“GOOD”合起来就变成了
“GOOD EAT”。这个组合让我们人人
都乐不可支，每当吃到一个很好吃的菜
时，就会说“哇，这个菜 GOOD EAT
也！”而且由于这个词组说快一点就有点
像汉语“故意”的发音，因此每当我和小
伙伴碰挤着玩时，我就说“哇，你这个人
GOOD EAT的吧！”

“ 螃 蟹 ”还 把“ 回 家 ”说 成 GO
ROUND。其实这个组合老师说是有语
法错误的，因为GO是“走”，没错，但
ROUND的意思是“圆圈”啊！这样组合
下来，不就变成了绕圈圈或者是到处走
了吗？所以每当“螃蟹”问：“老师，我们
可以GO ROUND了吗？”老师就会笑，
有的时候还会说：“行啊，你们去到处走
吧！”——这时“螃蟹”就会嘿嘿一笑。

当然，这样的玩词组组合，回到家里
一说，老爸就会斥责我，说是CHING-
LISH（中式英语），别跟着瞎念！久而久
之会劣币驱逐良币，正确的表达你都不
会啦！什么劣币良币呀，不懂，我们不过
是觉着好玩嘛。

再回到学习进度上。虽然第一册花
了我两年时间，但不代表我后面也这么
慢啊！嘿嘿，实话说，我已学到第三册第
二十五课了。根据百词斩App的测量，
我的阅读单词量有4100多个。当然，我
更怀疑这个测量的准确性，因为我学的
仅是美国三年级小学生水平，而且每学
一课还是要查至少十几个单词。

现在班里最快的一匹黑马就是牛牛
了，他和我正好相反，我的强项是阅读，
听力弱；牛牛的听力一流，但在阅读上还
欠点儿功夫。

酷妈四月吐槽：老师不严禁
CHINGLISH，还会觉着孩子们动
了脑筋，这恐怕是一种大自信：让孩
子们了然自己所学，间或找点乐子
松弛一下，没什么大不了的。语言
学习的环境从来不是一片净土，孩
子们也没必要罩在真空中。

英语补习

“我到底要怎么做她才不跟我
离婚？我感觉我没做错什么，为何她
总是指责我不对？”近日，华生（化名）
带着困惑找到心理咨询师卢德秀，希
望找到问题结点挽回婚姻。

华生和晓玉经人介绍相识相
恋，华生比晓玉大7岁，两人相处时
感觉挺愉快，也得到双方家长认可，
交往半年后，他们结婚了。婚后他
们住在华生妈妈家里，过了一年左
右平静安稳的生活。女儿欣欣出生
后，华生对晓玉疼爱有加。他们的
幸福生活也让朋友们羡慕。

如今，这对曾经恩爱的夫妻却
面临婚姻的解体。用华生的话来
讲，他来找心理咨询师的目的就是
想弄明白，为什么他如此珍惜，如此
付出，最终却是这种结局。

因为华生白天需要上班，晚上
还得照顾欣欣，难免觉得有些累，所
以就把岳母也接过来帮忙。也就是
从那时候起，这个家就不平静了。

华生妈妈个性强、爱管事，晓玉
和她妈妈看不惯。为了让彼此之间
不伤和气，华生在外租了一套房子
居住，让岳母帮忙带孩子，然后还把
晓玉的妹妹也接过来同住。

晓玉和她妹妹姐妹情深，个性
都很强势，很呵护她的家人。和她
们住在一起，华生感觉他是个多余
的人，无论怎么付出她们都认为是
应该的。慢慢的，华生和晓玉闹得
很不愉快。

晓玉说：“你大男子主义，小肚
鸡肠，不负责任，我越来越难以接受
你了！”

华生想：“是不是在她坐月子的
时候，我因为投资一个项目失败了
欠了些债，让她负担家庭生活开支，
她有压力，不高兴了？”

晓玉说：“什么暗示、什么方法
都用过了，就是想让他心胸宽广一

些，能够接纳我的家人，他怎么就是
改不了呢？”

……
不久，晓玉向华生提出离婚。

“你需要先弄清楚，就是你们双
方是否还爱着对方？”卢德秀问。

“如果没有她妈妈和她妹妹，我
觉得她还是爱我的。”华生坦言，“我
心里也一直装着她。”

“你说你爱她，但却跟还在坐月
子的妻子说要她负担全部家庭开
支；你说你照顾女儿很细致，你有没
有同样关注照顾你的妻子？你说你
接受了妻子的家人一起住，你有没
有把她的家人真正当成自己家人？
你把问题丢给妻子去解决，使她夹
在中间难做人，你有理解过她的处
境吗？”卢德秀分析说。“作为男人，
你本应该给予她足够的安全感，但
你的所作所为都给了她什么？”

此番分析直击华生痛点，他说：
“原来是我做得不够好！”

卢德秀继续分析说：“根据对你
原生家庭的了解，你和你的妻子都

有来自原生家庭的影响，你是家中
最小的孩子，受到家中更多的宠爱
和关注，你也因此倾向接受爱，不太
懂得付出爱；而你的妻子，她从小没
有在父母身边长大，所以她很需要
温暖和陪伴，很在乎她的亲人，这也
是你们夫妻产生矛盾的主因。”

听完这些分析，华生陷入沉思，
久久没有回应。然后说“是，我知
道，很多地方是我做得不好，我现在
想解释，想调整，但她都不理我，都
不给我机会。我都跟她说了，以前
的矛盾我全部放下不计较了。”

“所以，如果你还想挽救这段婚
姻，你必须接纳并尊重妻子和她与
家人的亲人感情。”

华生面有难色地说：“这对我来
讲可能有些难度，但是，我还是尝试
一下吧。”

一周后，卢德秀接到晓玉的来
电，晓玉说华生突然性情转变令她
震惊，甚至让她有点受宠若惊的感
觉，这重新点燃了她对婚姻的希望，
不再想要离婚了。

他不停付出，妻子却要和他离婚

拿什么挽救你，我的婚姻？

□刘满英

同学请客吃饭，在河边
一家“农家乐柴火饭店”。

这是二层楼的农家院
落改装而成的饭店。粗糙
的土坯，经过房主简单粉刷，
散发着淡淡的泥土的醇
香。弯弯的窗棂，高高的门
坎，给人以别样的乡村情调。

饭店的布局和普通的
农家院一样，一块“农家乐
柴火饭店”的匾额高高挂在
门扉上，小小的厅子设有柜
台，摆放着各种饮品，主人
一手拿着本，一手写着客人
报的菜名。柴火饭，飘溢着
人间烟火的味道。

现如今，现代化的做饭
用具五花八门，电磁炉、电

饭锅、微波炉、煤气灶应有
尽有。因为没有明火的参
与，用这些炊具做出的饭菜
总觉得欠缺一种味道，吃起
来单薄寡淡。少了温厚质
朴、香醇朴素的味道。

小时候，家里做饭一直
烧柴。父亲当年在矿山工
作，家属房后面有座小山。
每到周末，父亲就领着我们
姐妹几个上山砍柴。那年
我不到八岁，父亲和大姐砍
好柴后，会捆绑两小扎让我
挑着下山，由于年纪太小，
力气不够，每次行到半途，
都不愿再走。父亲放下自
己担的柴，再折返回来接
我。回到家，父亲和大姐把
砍来的柴散开晒干，晒干
后，再拿柴刀劈成一段一段

的，整齐码放在墙角边。
父亲调到后来的单位

后，家里依然是用柴火做
饭，这时候的柴火是从外地
买。每到周末，会有好心的
工人来家里帮忙劈柴，父母
会准备好酒好菜。

母亲每天早早起床。
大铁锅里放着半锅水，柴火
在灶膛里“哔哔啵啵”地响
着，等水“咕嘟咕嘟”烧开的
时候，母亲把洗净的大米放
入锅中，边用大铲子搅动
着，大米在沸水中翻滚着，
一派热闹的样子。等半生
半熟时，捞起再放入饭蒸蒸
熟。二十分钟不到，米饭的
醇美味道便逸满厨房。

柴火铁锅炒出的菜更
是美味无比。从自家菜地

里摘来白菜、豆角、苦瓜、茄
子……洗净，切好，这些家
常小菜，经过柴火的烹饪，
吃起来分外鲜香可口。食
材是最简单的，烹饪过程也
是最简单的。

收获香芋的季节，母亲
会用自家种的香芋和面粉
混匀炸包子吃。待黑黑的
大铁锅被烧得红红的时候，
放入植物油，再用勺一个个
放入油锅里，炸出金黄色的
芋包子。柴火铁锅炸的芋
包子，烫烫的，软软的，咬一
口，满嘴都是植物的清香。

看着眼前的这家“农家
乐柴火饭店”，有种久违的
亲切感。柴火饭，让我忆起
炊烟袅袅的往事，还有柴火
饭里的悠悠岁月。

悠悠岁月柴火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