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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生活

家是一副重担，家是一份责任；家是彼此的真诚相待，家更是能够白头偕老的漫漫旅程。每周一期的《家庭
生活》将与您一起分享家里的趣事和温馨时刻，以及您对树立良好家风的经验和体会，也会用心倾听您家里的
琐事和烦心事。

投稿邮箱：syrbjtsh@126.com

健康小知识

家常菜谱

小时候，我最痴迷的，是捧上一本小人
书静静地看着。那时候，阅读小人书就像
打开认知世界的一扇窗口，它不仅开阔了
眼界，带给我无限的欢乐；还为我编织了一
个个甜美的梦想，使我的童年岁月充满了
阳光。

最先接触小人书是在小姨家中，我现
在仍然记得那些巴掌大的小人书，一页一
页的画面接连不断，精致的线条，把人物的
表情、景物的形状都描摹得栩栩如生，令人
百看不厌。我刚翻看两页就被深深吸引，
画面的下面还附有文字说明，简洁明了，即
使当时年幼的我认不太多字，但对应着图
画，也能猜测出大意。谁舍身炸碉堡；谁倒
拨杨柳；谁手执如意金箍棒腾云驾雾；谁又
从一个杂货店的小伙计成为一个大数学家
……小人书就像不说话的老师，教给了我
对人生真善美的评判标准。我完全沉浸在
小人书的世界里，忘记了周围的一切。

整本小人书有的讲一个完整的小故
事，有的则是一个篇章，大多以文学名著、
传统评书、革命斗争故事等内容进行改编，
有古代的也有现代的，有中国的也有外国
的。在书上，我认识了精忠报国的杨家将、
侠肝义胆的霍元甲、桃园三结义的刘关张、
水泊梁山一百单八英雄好汉，还有蓄着两

撇胡子的高尔基、挥舞战刀的保尔·柯察
金、青春绽放的卓娅与舒拉，等等，都给我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后来我看到念中学的哥哥买了两本
《三国演义》小人书，画面上的刘备谦让、曹
操多疑、张飞威武、赵云英俊、孔明足智多
谋、周瑜胸怀狭窄、孙权优柔寡断，精彩的
故事和漂亮的画面深深吸引了我，觉得特
别好看，自己也想拥有一本小人书。为了

攒够买小人书的钱，我常主动帮妈妈跑腿，
到商店买油盐酱醋什么的，母亲总会多给
我几分零钱作为奖励，我就用这些钱买了
我的第一本小人书《白雪公主》。拿着新买
的小人书，闻着新书散发出来的油墨香味，
我感到特别的幸福和高兴，还郑重地在扉
页上写上自己的名字。

阅读小人书几乎成为我的一个癖好。
自己没有的，和别的同学互相交换，通常一

本崭新的书经过无数次的传阅，封面、封底
就会掉落下来，有的书缺页，有的还有污
渍，但我们照样看得津津有味。也有很多
时候，我们常结伴到街旁的小人书摊看书，
1本2分钱，大家交换阅读，更是本小利大，
过足了瘾。由于看的人多，小人书摊前的
小板凳总是座无虚席。平时兜里的零花钱
和过年的压岁钱几乎都被我们用在了看小
人书上。

一本本精美漂亮的小人书陪伴着我走
过了一个美好而又纯真的岁月。正是从小
人书的精彩世界里，我迷恋上了阅读，受到
了文化的洗礼，有了对知识和世界了解的
渴望。现如今随着时代的变迁，小人书已
淡出人们的视野，但我依然深情地怀念着
它。那个洋溢着欢乐的小人书年代始终萦
绕心间，回味悠长。正如崔永元在他的《小
人书情结》里说的：“小人书造就了这么一
代人：他们揣着支离破碎的知识，憧憬着灿
烂辉煌的未来，装着化解不开的英雄情结，
朝着一个大致的方向，上路了。”

“小人书”里的童年时光
文/钟芳

前不久，我到儿时朋友老赵家玩。
他从一只大纸箱里小心翼翼地掏出十
几本“小人书”，封面被他包上了牛皮
纸。老赵的两鬓已有丝丝白发，手指也
不似以前那般灵活。他戴上老花镜，我
们一本一本地翻着，思绪万千，想起了
和“小人书”相伴，简单而快乐的童年。

进入县一小时，我和当年小名叫
“军娃”的老赵成了同学。班里还有十
几个男孩子，我们都是好伙伴。物资和
文 化 生 活 的 匮 乏 不 表 明 没 有 童 真 童
趣。做木头手枪玩“官兵捉强盗”，下河
摸鱼，沙滩上踢小足球，还在河堤菜地
里偷西瓜。那时，谁富不是看他有多少
钱，而是看其能不能弄到好看的“小人
书”，尤其是古代“打仗”的绘本。“小人
书”有人叫连环画，一般都是到书摊上
去租。当场看一本一分钱，借出一天得
二分钱，还要交一毛钱的押金。对我们
这些穷小子来说，看书就是一种大的精
神消费。如果能把小人书租出来，就显
得很“奢侈”。不是关系很铁，租来的小
人书是不肯轻易转借他人的。

那个初夏，母亲被调到县文化馆管
图书，里面的小人书多得看不完。我一

下子成了小伙伴里的“首富”，他们争先
恐后地与我套近乎。母亲工作极其认
真负责，租书手续办起来一丝不苟。我
借她的这个特权，放了暑假，把玩得最
好的军娃和铁蛋带到图书馆，登好记，
找一僻静之处，备好一罐子凉茶，享受
着翻看小人书的“盛宴”。

那时没有电脑，每页的图景都由画
家勾勒而成。精致的线条，把人物的表
情、山水、兵马、物件描画得栩栩如生。
整本连环画有的讲一个完整故事，有的
则是一个篇章。下面的文字我们认不
太全，但配合图画，能猜测出大意。我
们最喜欢看《三国演义》。朦胧中，了解
到 它 是 中 国 古 代 发 生 的 一 次 大 的 战
争。认识了睿智多谋的诸葛亮、忠义的
关羽、鲁莽的张飞、狡诈的曹操，善变通
的鲁肃，气量狭小的周瑜。那是一幅幅
性格迥异叱咤风云的英雄谱。我们还
看了《红楼梦》、《西游记》、《水浒》、《宝
葫芦的秘密》、《山乡巨变》等等。印象
最深的还是《三国演义》。多少年后，里
面的画面和情节至今还能娓娓道来。
它们对我们最初世界观的形成、素质的
养成和认字能力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而我最喜欢连环画家贺友直的作品。
他靠自学成才，听说画一本《山乡巨变》
耗费了四年的精力。

后来随着文革风云的激荡，小人书
统统被当成“四旧”扫进历史的垃圾箱，
取而代之的是少量以样板戏为题材的
连环画。因为有电影，县大礼堂里整天
上演，耳熟能详，相对应的连环画对我
们的吸引力就不强烈了。像当年的军
娃，如今的老赵这样的连环画迷能收藏
着为数不多的“珍宝”，确实罕见。若干
年后，他这几本连环画恐怕会成为藏友
中的“孤本”吧！

当年画小人书的大家，有的斯人已
去，但其留下的大作是中华文化的瑰丽
遗产。试想当下，科技如此发达，电脑
高度普及，谁还会一幅幅地去构图，细
致地去画这些手工活呢？我对实物连
环画的渐行渐远感到遗憾和无奈。当
想起少时与它们相依相伴的美好时光，
我上专业网站点击翻看连环画，但总觉
得没有捧在手里细细阅读和欣赏来得
实沉和过瘾。

童年里的“小人书”
文/刘兵

童年，会在每个人心上刻下印痕，把岁
月的味道与芳香铭记。

六一将至，却不再属于某些人。我儿子
今年 15 周岁，初中即将毕业，也即意味着他
已经告别童年，进入青春期，成为一个追风
少年了。姑且不论年龄，每个孩子都有一颗
纯真的童心，单纯无邪，充满美好的祈愿。

如果“儿童”意味着天真和诗意，我愿意
和儿子一起度过一个快乐的节日。白居易

《池上》：“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
藏踪迹，浮萍一道开。”写得生动有趣。儿
童，是生命最初的花朵，儿童节，也应该洒
满 五 颜 六 色 的 光 彩 。 我 儿 子 出 生 于 2002
年，新世纪之初的阳光并没有给予这一代孩
子更多眷顾，在他们身上，甚至看不到半点
比我那个年代更快乐更新意和更“出彩”的
模样来。

丰子恺的《梦痕》写的是他额上的一块
疤痕，在儿时游戏中不小心在门槛上跌倒造
成的，最后俨然化为作者欢乐的佐证，寻梦
的金印。

沈复的《童趣》将夏夜里的蚊群比作群
鹤飞舞；把丛草当成树林，虫蚊当成野兽，
土块当成丘陵，在自己假想的境界中游览，
愉快而又满足。

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趣味更
甚：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
荚树，紫红的桑椹；鸣蝉、黄蜂、叫天子（云
雀），“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
无限趣味。”

还有林海音的《城南旧事》，书里包含多
层次情绪色彩的景、物、人、事、情，记录了
当年缓缓而逝的流水、驼队、人群，以及岁
月……在追忆童年的同时，反映了平民生活
里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充斥着人间烟火
味，而无半分名利心，满含人们对“真、善、
美”的怀念之情。

如今的孩童，大多被“圈养”。由外公外
婆、爷 爷 奶 奶、孩 子 的 父 母 外 加 一 位 保 姆

“多位一体”地精心呵护。在无微不至、细
心周到的“金钟罩”下备受宠爱，一个个没
脏没菌，没痂没疤，没失落没烦恼，也几乎
是有些没心没肺的“完璧”。

古语曰，“水至清则无鱼”，我们大可不
必将孩子放进一个无风无雨的温室里，那对
他们的成长一定没有助益。孔融十岁随父
访友，许是调皮过度，被一大人告诫：“小时
了了，大未必佳。”没想到孔融竟回他一句：

“想君小时，必当了了。”说者当即大为尴
尬。童言无忌、无畏无惧，小孩子犯错，即
使有大不敬，连刻板的古人也是允许的。

鲁迅的书屋园子虽小，却可以让他与小
伙伴们爬上花坛去折腊梅花，在地上或桂花
树上寻蝉蜕，并捉了苍蝇喂蚂蚁……先生读
书入神的时候，他们便用纸糊的盔甲套在指
甲上做戏，用一种叫作“荆川纸”蒙在小说
的绣像上一个个描下来，这些事，与大自然
亲密接触，让本真的自我现出原形，充满了
情趣，也濡染了天真的人性。

那时童年真好，如今何处去了？多么希
望现在的孩子们，可以再度拥有一个纯真的
童年。

童年的样子
文/潘姝苗

又是一年儿童节。童年是人生的
起步，是最无忧无虑的时光，是最值得
珍惜的经历。我们一家三代人，每人都
有自己的童年记忆，都打上了时代的烙
印，但不变的是童年的快乐和愉悦。

父亲的童年，生活困窘，可掩饰不
了他儿时的快乐。父亲那时候能玩的
玩具很少，但父亲却得意地说：“我小时
上树掏过鸟蛋，下河逮过泥鳅，在菜地
里挖过蚯蚓。那时候还流行玩泥巴、滚
铁环、做弹弓……那时候真的是无忧无
虑。每天只要和小伙伴们在一块儿，中
午顶着大太阳出去抓蚂蚱、网知了都特
别高兴，要是能有一分钱，在夏天里买
一根冰糕那就是神仙般的生活了。”

父亲小时候别说零食，正经饭也经
常吃不饱。因为饥饿，许多野外的植
物、昆虫都成为父亲的美味。他小时
候，天牛、蚂蚱等昆虫都烤来吃；榆树
皮、桃树胶、月季枝都可以吃。父亲说：

“榆树皮听着难以下咽，但小时候可是
越嚼越香，榆钱、槐花就不用说了，直接
上树撸着生吃，美味极了。”在父亲看

来，那段无拘无束、苦中作乐的童年时
光，最是难忘。

我的童年记忆里，有“葫芦娃”“七
龙珠”“回力鞋”。比起父亲童年时的物
质匮乏，幸福许多。那时，每当拥有一
个新玩具，吃到一顿大餐，收到一件新
衣服，内心的满足感最强。我童年玩过
的游戏，有吹泡泡、跳皮筋、摘桑葚、打
陀螺、骑马打仗、弹玻璃球，至今记忆犹
新。

我童年时喜欢收藏小玩意，糖纸、
贴画、冰糕棍……说不定哪一阵会流行
什么，都是很廉价的东西。我特别喜欢
收集各种影视剧的不粘胶贴画，《新白
娘子传奇》、《西游记》、《红楼梦》……课
本上、文具盒里、床头，到处贴的都是。
那时，对我来讲，贴画、卡片就是最好的
时代纪念。每天傍晚，我会跟小伙伴们
趴在地上玩得浑身沾满泥土，连母亲喊
着回家吃饭都听不见。

儿子的童年是个互联网盛行的时
代。儿子从小就接触了网络和手机，手
中的 ipad 玩得很爽。儿子喜欢骑“迷

你”自行车，玩电动遥控车。但儿子得
到的教育是要出人头地、永做第一。每
到周末，儿子被迫埋进作业堆里，抛进
辅导班里，全然没有了童年应有的自
由。所以，儿子常跟我说：“爸爸，再不
陪我我就长大了！”

儿子有着成箱的玩具，每个大小节
日，妻子总忍不住给儿子买玩具。后来
家里堆不下了，只能丢掉一些。不过，
玩具虽多，能够和儿子一起分享的伙伴
却不多。小区里的孩子大都不认识，亲
戚朋友又都住得远，儿子经常只能“自
娱自乐”。再多的玩具也代替不了小伙
伴之间的感情交流，前两天儿子还跟妻
子说：“妈妈，我好可怜，好孤独啊！”

而今，父亲和我的童年早已过去，
儿子的童年还在继续。我想，不论经历
过怎样的童年，都应珍视那些美好的回
忆。无论是弹弓、弹球、小霸王，还是仙
剑、魔兽世界，亦或是愤怒的小鸟，它们
背后所承载的，都是属于我们每一个人
的幸福味道。

三代人的童年记忆
文/张光茫

在脊柱骨科门诊，常常会有产后腰痛
患者。很多患者认为“腰痛是生孩子打麻
醉打出来的”。产后腰痛真的是麻醉针惹
的祸吗？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脊柱骨
科副主任医师钟招明表示，一些没有接受
麻醉的产妇同样也会有腰痛的经历，产后
腰痛不一定与麻醉针有关。

钟招明指出，产后腰痛被认为与产后
骶髂关节及腰椎周围筋膜、肌肉平衡失调
有重要关系。首先，妊娠后激素水平变化
以及盆腔内充血，使骨盆关节松弛和骶髂
关节周围韧带松弛，易导致产后腰痛；其
次，妊娠后体重增加，腹部隆起，使腰骶部
肌肉持续紧张，易导致肌肉劳损引起腰
痛。此外，产后哺乳姿势不正确，或反复
弯腰抱小孩，容易加重腰痛。

至于产后腰痛的治疗方法，钟招明介
绍，首先，患者应该获得足够的休息和逐
步增加锻炼和运动。适当的腰背肌锻炼
有助于缓解腰痛，“一般产后 3 周左右，剖
腹 产 的 话 伤 口 愈 合 后 就 可 以 开 始 锻 炼
了”。

其次，要注意正确的姿势。哺乳时最
好采取坐姿，腰挺直，腰部和椅背之间垫
一个软枕，使腰部有承托，不要使腰部悬
空。侧卧哺乳时背部用被子之类的物品
顶住。抱孩子时最好采取慢慢蹲下再站
起来的姿势，不要反复弯腰去抱。

另外，疼痛比较严重时可以考虑用一
些止痛药来缓解症状。但是，母乳喂养时
最好不要口服止痛药，可以用一些外用的
消炎止痛药，使用外用膏药时要警惕皮肤
过敏的问题，此外还可以做一些康复理疗
和按摩，缓解病情。 （伍 仞）

足够休息+增加锻炼
产后腰痛可避免
哺乳时最好采用坐姿
腰部要有承托

主要功效：补气生津、止汗除热
推荐人群：出汗过多的孩子
材料：浮小麦 15 克、太子参 10 克、瘦

肉 100 克。（1～2 人量）
烹调方法：浮小麦以慢火炒至黄色；

太子参稍浸洗，瘦肉洗净切大块。一起放
入炖盅内，加入适量清水，加盖隔水炖 2
小时，调入少量食盐便可食用。

汤品点评：从中医的角度分析孩子汗
多，多与体质虚弱有关。今天给大家推荐
的这款汤水中的太子参就有良好的补气
生津的作用，对于小孩子脾气虚弱、胃阴
不足所致的食少倦怠以及气虚津伤所致
的心悸不眠、虚热汗多都有较好的敛阴止
汗的作用，再配上益气止汗、除热的浮小
麦，对于孩子汗多不失为一款口感好的食
疗辅助汤水。 （广 医）

浮小麦炖瘦肉
可补气生津

据美国媒体近日报道，伦敦大学国王
学院、牛津大学和帝国理工学院的研究人
员联合进行了一项新研究，在研究中发现，
父亲在孩子出生后的几个月与其相处互
动，将对孩子的认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据报道，该研究发表在《婴儿心理健
康杂志>》（Infant Mental Health Journal）上，
报告称，出生后几个月内常与父亲玩耍互
动的婴儿，其 2 岁时的认知能力要比那些
同龄从不与父亲互动的孩子要高。

对此，帝国学院医学系教授瑞切达尼
指出，该研究显示，依据婴儿出生后三个
月的父婴关系，就可预测孩子两年后的认
知发展情况，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发现，以
前的研究还从未涉及。

研究人员分析了 128 位父亲的数据，
包括收入和年龄等因素，记录了孩子出生
三个月内父母不使用玩具与孩子互动的
视频，然后又对比分析了孩子们 2 岁时的
阅读能力。

研究发现，婴儿早期和父亲的接触量，
与幼儿在认知测试中的得分呈正比关系。
无论婴儿性别是男还是女，父亲在婴儿早
期更积极的互动都可能引导婴儿表现出更
好的认知发展，认知测试得分更高。

（周思敏 谭利娅）

英研究显示
父亲与婴儿互动
有助孩子认知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