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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台让陈瑞华提心吊胆的
长虹牌电视机，质量不错，两
人至今还在看。不过，2008
年，摆放的地方换了，变成了
卧室。而客厅的电视柜，留给
了一台42吋的飞利浦液晶电
视。

尽管家里的电视换了好几

代，但勤俭的两人一直保持着
舍不得开电视的“传统”。陈
瑞华说，白天她要买汰烧，老
伴会出去忙点事，到了晚上两
人窝在床上，看卧室里的电
视，客厅里的液晶电视反而不
常看。

因为一直不开，花9800

元买的液晶电视前年出了故
障，徐佑永请了维修工来维
修，对方说是因为经常不使用，
电视里的设备受潮发霉了。修
完电视机，维修工叮嘱两位老
人平时要多用用电视机。

“现在每天晚上开这台液
晶电视已经成了我们的‘任
务’，免得它又出故障。”陈瑞
华笑着说，吃完晚饭，两人就
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新闻，6
点半吴江新闻、7点钟新闻联
播、7 点半苏州 5 套生活资
讯，看到8点两人就准备休息
了。

第四台：飞利浦42吋液晶电视
年代：2008年

看电视变成“任务”

上中班的YOYO酱做练习
题没做好，被妈妈凶了。

我：“妈妈刚才是不是有点
凶了？”

YOYO酱：“没有，妈妈是
为了我好，希望我成为很棒的
YOYO。”

我继续问：“你看到别的小
朋友学习很棒很厉害，你羡慕他
们吗？”

YOYO酱：“我不羡慕啊，
只要我努力了就会超过他们的！”

——微信昵称：YOYO酱

4岁多的娃最近在学围棋，
回来跟妈妈切磋棋艺。连下两局
娃都输了，妈妈得意地说：“你
差劲哦，妈妈没学过围棋都能赢
你。”娃不服气，反驳道：“虽然
你赢了我，你也是菜鸟，是25

级的菜鸟，而我是 23 级的菜
鸟。比你厉害！哼！”

——微信昵称：想想都开心

陪大宝写作业，小宝委屈地
说：“妈妈，你现在一直不陪
我，一直陪姐姐。”我说：“妈妈
陪完姐姐写作业就陪小宝，好
吗？”小宝说：“好，再给妈妈一
次机会！”

——微信昵称：毛豆
（晓雯整理）

宝宝天真烂漫，总会时不时
冒出几句“金句”，有时让你忍
俊不禁，有时也让你哭笑不得，
欢迎宝爸宝妈们一起来分享。参
与方式：微信扫描二维码加入

“吴江宝宝 2”群，群内会不定
期发出话题讨论，欢迎参与，入
选有奖。 （注：大群讨论不变）

宝宝爱学习

“胖子”“瘸子”“田鸡”
“肥猪”“狗子”“龅牙”……
被起绰号是很多人小时候有

过的经历，然而，绰号不等于
幽默，一些带有侮辱性的绰
号，对孩子来说，很可能会造
成一生的心理阴影。前段时
间，广东省教育厅出台校园欺
凌治理方案，将给别人起侮辱
性的绰号列入校园欺凌，引发
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

而在记者的调查中，很多人
认为，起绰号分善意和恶意两
种，善意的大可作为加深友情的
回忆，而恶意的或多或少对当事
人，尤其是较为敏感的孩子造成
了伤害，要坚决勇敢说不。

侮辱性绰号≠开玩笑

你被难听的绰号伤害过吗？
本报记者 蔡铭越

那些年，电视机是稀罕物，买不到，买来了也舍不得开

荧光屏里说变迁
见习记者 沈卓琪

“现在电视节目那么多，用液晶电视还能看高清频

道，比以前好太多了。看来，买来的东西该用的时候

还是要用啊。”说起自己家这些年来的变化，让家住鲈

乡二村的徐佑永感触很深的是家里的电视机更新换代

的故事。

徐佑永家的第一台电视机
购置于1982年的夏天，是台
孔雀牌的12吋黑白电视。没
有电视机前，吃完晚饭，徐佑
永和爱人陈瑞华就到松陵公园
看露天电视，看见别人家里有
电视，徐佑永十分眼热，咬咬
牙拿出了半年的积蓄，这才有
了家里的第一台电视机。

“计划经济”时代，一切
都要“计划”，所以就算手里
有钱也买不来，必须设法弄到
一张电视机票才能买。为此，徐
佑永请了在苏州工作的大哥帮
忙，好不容易才弄到了一张票。

“那时我在吴江中学的党
史研究室工作，单位派车送我

去苏州出差，回来的时候我就
把电视机带了回来。”徐佑永
说，坐在回吴江的车上，他把
电视机放在大腿上，两只手紧
紧抱住，怕车子一个颠簸就颠
坏了电视机。

在徐佑永的一路“护送”
下，这台孔雀牌黑白电视机安
全到达家中。看着日思夜想的
电视机，夫妻俩反而舍不得开
了，“那时候电视机多稀罕啊，
我们怕开多了电视机就坏了，
所以开得不多，就算开电视，
我们也不会去拨电视机上切换
频道的旋钮，一般是电视上播
什么我们就看什么。”陈瑞华笑
着说。

第一台：孔雀牌12吋黑白电视
年代：1982年

朝思暮想却舍不得开

孔雀牌电视机“服役”了
5年，家里迎来了新成员：一
台18吋的进口东芝牌彩电。
说起这台彩电的来历，徐佑永
觉得十分有趣，是他的一名学
生转手给他的。

1987年12月初，徐佑永
的一个学生参加了工商银行的
抽奖活动，中了特等奖，奖品
就是那台18吋的东芝彩电。
学生觉得自己看有点奢侈，就
跟徐佑永的女儿说了这件事，
表示愿意把彩电以市场价转手
给他。

“听女儿一说，我当然愿
意。当时那台彩电的市场标价
是 1430 元，但就算有这些
钱，市面上根本就没有货，况
且还是东芝这样的进口牌
子。”徐佑永说，第二天中
午，他的学生就把兑奖券送了
过来。

12月 14日，徐佑永和陈
瑞华到工商银行的储蓄科，把
大奖领了回来。“那时候，不少
邻居家里还没有电视机，知道
我们家有彩电，邻居们就时常
过来串门。”陈瑞华说。

第二台：东芝牌18吋彩电
年代：1987年

学生中奖转卖

1997年，徐佑永从吴江
中学党史研究室调到了当时
的市委宣传部，家也从吴江
中学的员工宿舍楼搬到了鲈

乡二村的新公房。装修的时
候，客厅特地做了一个大电视
柜。

新的电视柜，18吋的彩电

第三台：长虹牌29吋大彩电
年代：1997年

搬回家时摔了一跤

近日，在松陵城区某写字楼里，公益爱好者们自发组
织了一场亲子齐做雪媚娘活动。活动现场，孩子们和父母
一起擀皮、打奶油，沉浸在自己动手制作美食的乐趣。图
为活动现场。 （何清摄）

亲子温情

和我们一起，立足吴
江本土，接收民生资讯、
参加公益活动、聆听百姓
故事。

扫一扫二维码关注“吴报帮帮圈”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胖
子”这个外号十分具有普遍
性，松陵城区几所小学的孩子
们表示，“我是五年级 2 班
的，我们班有3个同学的外号
分别叫胖子、大胖和小胖。”

“我们班也有叫‘胖子’的，
我同桌就是！”……

有市民回忆，自己小时候
也被叫过“胖子”。“我三年级
的时候，体重就过百了，算是
班里女生中很胖的那种。同桌
很皮，叫我‘胖子’，每次喊
还用各种语调，把我弄得挺自
卑的。”市民晓婷说，当时自

己脸皮薄，觉得“胖子”是男
生间的调侃，一个女生被这样
叫很丢人，除了回家偷偷哭，
她还下定决心要减肥。

“我从小就胖，‘胖子’这
个外号怕是要跟我一辈子了。
我觉得习惯了，我一哥们儿
瘦，外号‘牙签’，我们经常拿
外号自黑。”体重过两百斤的市
民阿森说，自己的微信昵称也
是“胖子”，与其在别人嘲笑下
闷闷不乐，还不如大大方方承
认自己胖，偶尔自黑下，也算
是个人特色了，还能让人有亲
近感。

体型偏胖最易“中枪”

自卑和自黑在一念之间

有人觉得“胖子”这个外
号可爱，也有人觉得这简直是
拿身体缺陷进行人身攻击。生
活中，一些听起来刺耳的外号
多少与身体缺陷有关，即便童
言无忌，也容易让当事人觉得
不受尊重，引起反感。

“我高度近视，在小学班级
里第一个戴眼镜，同学们就给
我取了‘瞎子’‘四眼’‘田鸡’这
样的外号，我听了总觉得不舒
服。”今年32岁的市民陈先生
回忆起小学时的经历，还是会
心情不好，他说，因为视力差，
自己成绩不好，后来还有同学
叫过他“笨田鸡”，叫着叫着就
变成了“笨鸡”，后来他考上了
大学，更加觉得这样的绰号，简

直是一辈子的阴影。
今年26岁的松陵姑娘丽雅

回忆，小时候自己门牙突出，班
级里的同学都叫她“龅牙”，

“大家先是背地里叫我‘龅牙
苏’，后来有个男生直接当着我
面叫‘龅牙’，我狠狠打了他一
下，大家以为我们在打闹，就叫
开了。”丽雅有些委屈地说，好朋
友们原先叫她雅雅，后来直接叫
她“牙牙”了。“我很在乎自己的
牙，有些自卑，说话大笑都要
小心翼翼拿手挡一下嘴，他们
拿我的缺陷取绰号，我真的很
苦闷。”如今，丽雅已经把突出
的门牙矫正了，她表示，以后会
特别关注自己孩子的牙齿，以免
上学以后跟自己的遭遇一样。

拿生理缺陷取绰号

是一辈子的阴影

很多人小时候的绰号来源
于孩子们之间的玩笑，但孩子
无心之举的背后，也可能是大
人教育的缺失。

“我的绰号叫‘小折脚’，
是因为我爸爸车祸伤了腿，被
人叫‘老折脚’。我有一次打
球扭了脚，亲戚邻居们，甚至
我妈妈，都开玩笑叫我‘小折
脚’，他们可能觉得是昵称，
但我真的很不喜欢。”盛泽篮
球爱好者阿青皱着眉头说。

在松陵一所中学教语文的
陈老师说，她小时候有个绰号叫

“小乌龟”，是因为自己写字速度
慢，总是最后一个交作业，老师
为了激励她，讲了龟兔赛跑的
故事，还叫她“小乌龟”，之后
这个绰号就被传开了。“被这么
叫，我其实觉得很委屈，蛮伤自
尊的，所以我自己当老师后，一
直很注意保护学生的自尊心，也
教导学生不要给同学起过分的
绰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孩子不懂事

父母老师是“帮凶”

放上去显得小了，那时候开始
流行大彩电了，两人想着换一
台大一点的电视机。于是，徐
佑永在五金公司订了一台29
吋的长虹彩电，价格是4500
元。

9月 13日，两人去五金
公司的仓库提货。抬起装有彩
电的纸板箱，徐佑永走在前
面，陈瑞华走在后面。纸板箱

很大，走在后面的陈瑞华看不
清前面的路，不巧的是，路上
有一处两级台阶高的平台，陈
瑞华没注意，一不小心踩了个
空，一下扑在纸板箱上，纸板
箱也落在了地上，一个角破
了。

“当时我心里只有一个
念头，完了，这下箱子里的
电视机 摔坏了 。” 陈瑞华

说，她都没顾上身体的疼，
一门心思想着纸箱里的电视
机。

“我当时跟她说，不要紧
的，箱子里还有泡沫塑料，
电视机不会有事的。她不
信，后来到了家里，拆了包
装，看到完好无损的电视
机，她才松了一口气。”徐佑
永说。

▲1987年，陈瑞华和家
里的第二台电视。

▲1997年，家里换了新电视。

▲现在，屋里陈设没变，电视机换
成了液晶彩电。 （徐佑永提供）

绰号可以分为两种，善意
的昵称，可以体现亲密的感
情；恶意的侮辱性绰号，则会
侵犯他人的人格尊严，引起对
方的反感。谈到校园暴力，人
们可能想到的是拳脚相加，但
更值得关注的是，诸如侮辱性
绰号这样的语言暴力给孩子心
理造成的伤害。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区
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指导中心负
责人薛晟介绍，据调查，七成

孩子有被欺负的经历，被取绰号
可以当成人生中的小插曲，提高
孩子成长过程中的受挫能力，还
能成为长大后的亲切回忆。

“有时候，孩子之间闹着
玩，本身自己不当回事，但被
大人刻意提醒后，反而会产生
自卑心理。”薛晟说，对于以给
别人取侮辱性绰号为乐的孩
子，家庭和学校的教育都很重
要，尤其是家长要正确引导，
做好榜样作用。

链接

作为成长过程的插曲
家校做好正确引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