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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 对于不少寒假在家的大学
生来说， 可能 “一言难尽”。 随着假期
伊始 “母慈子孝” 的 “甜蜜期” 淡去，
如何与 “矛盾” “善变” 的父母和谐
相处便成了不少学生 “头大 ” 的事 ，
甚至有大学生感叹 ， “家应该常回 ，
但不能长待”。

近日 ， 有网友 在 微 博 上 吐 槽 ，
“我爸妈一会儿说你都大学生了， 怎么
还跟个孩子一样？ 一会儿又说， 在爸
爸妈妈眼里你永远是一个孩子……”
不料， 这引来众多大学生的 “附和”，
直呼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妈”。 在如今
95后大学生眼中， “矛盾爸妈” 是种
普遍存在。

“怎么还没回来 ， 都几点了 ？！”
这已经是王钰淇今晚第五次接到妈妈
的电话。

在沈阳某高校就读的大三学生王
钰淇今年20岁， 步入成年人的行列已
经两年零3个月， 可是王钰淇妈妈不管
这些， 只要王钰淇跟朋友出去玩， 一
到晚上8点准时打电话催她回家， 并每
隔10分钟催问一次进度。 “看看我上
车没， 走哪儿了， 跟新闻联播一样准
时 。” 朋友们见状也索性劝她赶紧回
家， 这让王钰淇深感尴尬。

有一次， 已上大一的张鑫雨准备
自己出门买一些上学需要的东西， 张
鑫雨的妈妈坚持一同前去。 张鑫雨觉
得这种小事自己可以搞定便摆手拒绝，
却被妈妈一串话塞了回来， 比如 “再
怎么大你也是我的孩子” “听我的没

错” “妈妈跟你一起去， 还能给你把
把关”， 等等。

但有的父母 “翻脸” 有时比翻书
还快。

“前一秒还说你永远是宝宝的他
们， 很可能在下一秒就会说你已经这
么大了 ， 怎么还跟个孩子似的 ？” 对
此， 王钰淇说司空见惯， 比如她的妈
妈就常在唠叨她 “你都这么大了， 还
不会做饭， 将来可怎么办呀， 还当自
己是个小孩儿呢？”

大三学生王淼 （化名） 也感同身
受， 他的父母时常觉得跟孩子的交流
太少， 便让他有什么事要多跟父母沟
通， “别自己憋着”。 可真等到王淼跟
父母交流自己遇到什么事情时， 换来
的却是一句， “你都这么大了， 这点
儿事还解决不了”。

类似的对话还有很多， 比如说好
的 “你有什么事可以说出来爸妈一起
参谋参谋”， 等真说出变成了一顿骂，
“你怎么这点承受力都没有” “这么多
年书读哪里去了” “这点苦都吃不了”
……不少 95后大学生看来 ， 自己在
“矛盾父母” 的眼中好像不论做什么都
是错的， 失败了仍笑呵呵就是没心没
肺没上进心， 垂头丧气又是没出息经
不起挫折； 父母批评时， 说话是狡辩
顶嘴， 沉默又是抵抗。

如此一来， 关于如何和父母沟通
相处， 王淼更懵了， 仿佛陷入一个恶
性循环 ， “父母不理解你在说什么 ，
你也不理解父母为什么这么说”。

这样的家庭矛盾如滚雪球般越滚
越大， 也将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距离越
推越远 。 关于自己 “矛盾 ” 的爸妈 ，
有网友甚至感慨， “要不是因为这层
血缘关系， 单看性格和爱好， 真的感
觉和家人永远永远不可能成为朋友的
那种……想好好交流实在是太难了吧，
在家居然会感觉很孤独”。 还有网友无
奈调侃 ， “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 ，
越说越烦 ； 工作的事情向爸爸谈谈 ，
越谈越崩”。

其实明明是关心的话，说出口却变
了味儿？王钰淇妈妈自己也曾思考过这
个问题。在她看来，孩子已经成年，应该
可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了，希望她能独
当一面，但自己却还在担心，“毕竟她经
历的事情少， 会忍不住关心她的起居，
吃的是否有营养，身体是否健康，以及
出去玩的时候是否安全，所以有时会不
免多唠叨几句”。

可以说， 前后矛盾的话折射着不
少大学生父母矛盾的心理， 一方面他
们希望孩子能够有所成长、 进步， 能
够照顾好自己的生活、 学习， 另一方
面却总放不下心来。 “一切看似矛盾
的言语， 出发点其实都是血浓于水的
亲情。 父母与孩子之间也许会存在一
些代沟， 但这代沟绝不会像东非大裂
谷那般夸张。” 在沈阳师范大学辅导员
王政佳看来， “矛盾父母” 归根到底
是父母与子女沟通方式的问题。

如今， 95后大学生已经成年， 对
很多事情都有自己的认知和理解。 王
政佳建议父母们， “多听听并尊重孩
子的想法， 不要总高高在上， 一味以
命令的态度和口吻与孩子说话”。

不过， 王政佳也给现下的大学生
提了个醒儿， 现在大多数孩子以自我
为中心 ， 总觉得自己的想法是对的 ，
不太懂得如何尊重父母， 其实父母的
社会经验正是他们所缺少的， 在不少
事情上父母的建议是很重要的。

也许， 平等交流才是父母子女和
谐共处的 “王道”。

摘自 《中国青年报》

服装等快速消费品穿穿就
扔，造成巨大浪费不说，也会产生
环境压力。 据英国《每日邮报》19
日报道，英国下议院下属“环境审
计委员会” 议员呼吁设立 “快时
尚 ”税 ，对像ASOS这样的 “快时
尚”服装厂商收税。 据专家估计，
如果开征， 这项税每年有望达到
3500万英镑， 这笔钱可用于支持
回收循环经济和环保事业。

“环境审计委员会”还提议，
英国学校应当加强环保教育，鼓
励学生们学习二战时期倡导的
“修修补补再用用”精神，改掉衣
服没穿两天就扔掉的习惯。

据了解， 英国人每年购买的
新衣服重达110万吨， 平均每人
为26.7公斤。 在网络商务盛行的
当下， 时尚快消衣物价格相当低
廉， 便宜的一件衣服也就只卖5
英镑， 所以消费者买来衣服没怎
么穿就扔掉也不太心疼。 英国家
庭每年扔掉的衣物约有43万吨，
大多数废弃衣物进入陆地填埋
场。 但许多衣物包含难以降解的
塑料， 填埋后还会对水源造成严
重的污染。

■大千世界

因为养老院太贵， 美国一名
老人提议去假日酒店养老， 还详
尽阐释原因， 结论是： 性价比颇
高。 据美国 《国会山报》 近日报
道， 这名老人名叫罗宾逊， 来自
得克萨斯州， 因晒出自己想到假
日酒店养老的原因走红网络： 首
先， 美国养老院护理的平均价格
约为每天188美元， 而假日酒店
的长住价再加上老年折扣仅为每
天59.23美元 ； 此外 ， 假日酒店
还提供水疗中心、 游泳池、 健身
房、 休息室和洗衣机等诸多配套
设施， 一应俱全。

罗宾逊补充称， 假日酒店的
好处还包括免费牙膏、 剃须刀、
洗发水和肥皂， 每天额外的5美
元小费将 “让所有员工争先恐后
地为你服务”。 他称， 还有很重
要的一点是， “他们对待你就像
顾客， 而不是病人”， 但如果真
的发生什么紧急情况， 酒店工作
人员也会叫救护车。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称， 对罗
宾逊而言， 假日酒店另一个吸引
人的地方是无须与他人竞争， 拎
包即能入住， 而进入还不错的养
老院通常需要等待数月 。 报道
称， 罗宾逊帖子的转发量很快就
超过10万。

摘自 《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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