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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款”电视剧 《都挺好》 已经大结局
了，而关于它的话题讨论仍在继续。尤其是苏
家老二苏明成身上的“啃老”现象，引发了大
众对这一话题的广泛热议。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苏明成”在吴江并
不少见。但父母付出金钱、给子女买房买车就
算“啃老”吗？记者也在调查中了解到吴江很
多家长的想法：父母出于传统和现实原因，通
过体谅子女，为子女全心全意付出获得价值感
和存在感。如果超出能力范围，影响到生活质
量，子女却心安理得地接受，那就是“啃
老”；如果是在能力范围内，子女心存感恩，
懂得回报，那就不能算“啃老”。

中国式家庭常以子女为重

父母正在老去“啃老”不如自立
本报记者 蔡铭越 沈卓琪

前阶段，电视剧 《都挺
好》热播，最后以“一路走来
变成一家人”的结局，满足了
大部分观众的意愿。其中倪大
红饰演的苏大强这一鲜明的艺
术形象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他的行为虽显夸张，且不
普遍，但为现实中的老人们提
供了一面难得的镜子，即实现

“家和万事兴”老人应负的责
任。

其一，父母处事要公正公
平，对子女要一视同仁，切忌
厚此薄彼，否则会造成家庭不
和。苏家一度搞得鸡飞狗跳，
兄妹间动粗，夫妻间闹离婚，
子女性格出现偏差等，苏大强
夫妇处事不公是难辞其咎的。
他俩因重男轻女的陈旧观念，
致使宠养的次子成了骄横的

“啃老族”，被压抑的女儿心理
上产生挥之不去的阴云。尽管

随着时代的进步，这种陈旧的观
念受到冲击，但仍在部分人群中
作祟。多子女的父母凭个人好恶
对子女未能做到一碗水端平的现
象时有发生，有些家庭子女间为
遗产分割闹上法庭，就是源于父
母偏心所致，这是值得引起警戒
的。

其二，老人要自尊自重，言
传身教，树立良好家风。如今一
些老年人在公共场所的行为让人

看不下去，这在苏大强身上显得
尤其突出，给人以可笑可憎的印
象，我们应从中吸取教训。丧偶
后的苏大强从“妻管严”中放
飞后，表现得十分自私、任
性。对子女间的问题，认为不
关他的事，一味回避，软弱无
能，缺乏作为家长应有的担
当；对自己的利益十分注重，
毫不顾及子女的难处，追求住好
房子，欲娶年轻的保姆，为达目

的，使出了不少昏招，包括以跳
河来要挟，简直不像一个正常的
父亲。

父母与子女之间，应遵循敬老
爱幼的良好亲情秩序。爱因无私而
高尚，亦因互动而续存。子女对父
母要尽孝，不仅限于物质供给，还
要精神赡养。老人一方面应善待自
己，辛劳了一辈子，不必“一世为
儿孙做牛马”；另一方面，不能存
在“如今是子女回报养育之恩的时
候了”的思想，像苏大强那样胡搅
蛮缠，给子女添乱，怎能赢得子女
的尊重呢？

笔者认为，老人应该体谅当今
子女工作压力大、生活节奏快的境
况，若身体健康，去当个“带薪保
姆”有何不好？既能纾解子女的
后顾之忧，又能从中享受到照顾
孙辈的天伦之乐，一举两得之
事，何乐不为？自己的爱心感动
子女，为子女做出榜样，代代相
传，有利于形成良好的家风，令子
女终身受用。

以“苏大强”为鉴
特约通讯员 杨传泳

日前，区老年大学举行2019通讯员会议，对在去年的宣传
报道工作中在稿件数量、质量上有突出表现的9名通讯员进行
了表彰，研究部署了当前和今后的新闻宣传、通讯报道工作的
重点。

图为会议之前通讯员参观位于七都镇开弦弓村的费孝通纪
念馆。 （木子摄）

谋新篇

本报讯（记者陈静 特约通
讯员杨传泳） 4 月 12 日上午，
盛泽文化中心报告厅内人头攒
动，气氛热烈。2019年吴江区
老年人体育节启动仪式暨区十三
届体育运动会老年腰鼓表演活动
正在这里举行。

此次活动由区文体广电和旅
游局、区老龄委办公室、区退休
人员管理服务中心、区老龄协
会、区老年人体育协会以及区体
育总会主办，盛泽镇社会事业局
协办。

据了解，去年中国老年人体
育协会在全国开展2011—2016
年度老年体育工作先进协会、先
进个人推荐评选和第九届全国健
康老人评选活动。吴江区老年人
体育协会被评为“全国老年体育
工作先进单位”，周正华被评为

“全国老年体育工作先进个人”，
韩铎被评为“第九届全国健康老

人”。启动仪式上对这些获奖单
位和个人进行了颁奖。

吴江一直高度重视老年人体
育健身工作，如今老年健身团队
已成为全区各文化体育活动的主
力军。据悉，本次体育节将通过
内容丰富的多项活动，引领和带
动更多的老年人走出家门，自觉
加入到健身行列中，实现运动健
康的宗旨，提高老年人的幸福感
和获得感。

启动仪式结束后，来自全区
各区镇的8支腰鼓队近200名老
年腰鼓爱好者，陆续登台表演，
节目编排新颖，动作优美，展现
了新时代的银龄风采。经过激烈
角逐，同里镇代表队等4支队伍
获优胜奖，盛泽镇代表队等4支
队伍获优秀奖。此外，盛泽镇代
表队、松陵镇代表队还获评“体
育道德风尚奖”。

图为腰鼓表演。 （陈静摄）

“夕阳”风采无限好

2019区老年人体育节在盛泽启动

● 4月12日下午，太湖新城西塘社区联合“一联双管”单位中
国太平洋保险公司，邀请志愿者开展心肺复苏急救知识与技能安全
培训，通过PPT教学和实践操作两个部分的授课，为社区中老年居
民现场演示了心肺复苏的操作步骤和标准动作，并解答疑问。居民
们纷纷上台进行了演练，感受整个急救过程。 （兰心）

本报讯 （特约通讯员沈德
官 张俊） 4月11日下午，区老
年大学戏曲队一行27人，来到
汾湖老年大学芦墟分校，与汾湖
老年大学的戏曲队开展戏曲联
谊。

两校戏曲队你方唱罢我登
场，好不热闹，越剧、锡剧、沪

剧、京剧等经典选段轮番上演，
台下观众大饱耳福，过足了戏
瘾。演出尾声，两校戏曲队即兴
合作，演唱了沪剧《罗汉钱》的
经典选段《燕燕做媒》。“两家合
作配合默契，情真意切，大家既
交流了戏曲艺术，又收获了满满
的快乐。”一名学员表示。

以共同爱好为纽带

两所老年大学开展戏曲联谊

年近七旬的张老伯夫妇，在邻居们
眼中勤劳朴实。

张老伯夫妇是吴江本地人，儿子年
轻的时候去上海打工，后来回乡务农，
后因夫妻关系不合离了婚，在2012年
又再婚，“这个新的儿媳妇带了个儿子
来，自己不肯出去工作，靠收房租过日
子，对我孙女也不太管，但我儿子喜欢
她，随他们去吧。”张老伯说，重组的
家庭容易出矛盾，所以家里的财产是分
开的，儿媳妇带过来的男孩，由她自己
出学费和生活费。孙女的学费和生活
费，则由老夫妻俩承担。

去年，张老伯的孙女大学毕业找到
了工作，老夫妻俩松了口气，又开始操

心起孙女的婚事。“我儿子赚的钱不多，
每次儿媳妇问他要钱，他就来问我们要。
以前我让他帮忙取养老金给孙女当生活
费，他都会暗地里扣掉两百块钱。都是我
们夫妻俩以前太宠他了。”张老伯叹息道。

张老伯和老伴的年纪都大了，打零工
也快干不动了，总是劝儿子别务农了，跟
儿媳妇一起出去找工作，为两个孩子成家
存点积蓄，但小夫妻俩不为所动，遇到要
花钱的地方，还是会跟二老伸手。“老来
苦，是真的苦。儿子已经快50岁了，一
辈子估计就这样了，‘啃老’就让他去
吧，自己的儿子，我们也没办法。幸好孙
女争气，工作了从不问我们要钱，还让我
们当心身体。”张老伯说。

儿子收入少儿媳不肯找工作 七旬老人被“啃老”

今年春节，陈阿姨和丈夫是跟30
多岁的单身女儿一起在吴江过的年。夫
妻俩都是 60多岁，平时跑水运到处
跑，小儿子三年前在南京结婚生子，大
女儿在吴江，但一直没有成家。

去年，在IT行业工作的小儿子辞
职做起了生意，结果一败涂地，欠下了
70万元的债务，无力偿还。陈阿姨和
丈夫曾将大部分积蓄给了小儿子付婚房
首付，为了替儿子还欠款，老夫妻俩跑
水运之余又打起了零工，好不容易东拼

西凑帮儿子还了50万元。“儿媳妇说这笔
欠款不算夫妻共同债务，跟我儿子离了
婚，还要我儿子给小孩付抚养费。哪来
的钱哦？”陈阿姨发愁地说。

因为家庭、事业双失意，加上被追
债，小儿子消沉了很久，最近才重新找了
份工作，生活费有时候还要陈阿姨补贴。

“我承认以前重男轻女，大女儿的婚事耽
误了，我们也没上心，现在儿子出事了，
我也想明白了，对大女儿也要多照顾。”
陈阿姨说，大女儿一个人在吴江开发区租

儿子生意失败女儿未嫁 老夫妻双双被“啃老”

采访中，不少当儿女的认为，用
了家里太多的钱就是“啃老”，但如
今生活压力越来越大，有些时候他们
不得不接受家里的“援助”。“我也想
早点独立，能用自己的钱买房、买
车，甚至给爸妈钱让他们出去旅游，
但是现实条件不允许啊。”今年31岁
的刘杰说。

当父母的都很体谅子女，能帮衬
的尽量帮衬。

62岁的周老伯去年和老伴凑了
50万元，帮儿子交了在吾悦广场附
近新房的首付。“儿子两年前研究生
毕业，去年找了一份不错的工作，月
薪有八九千元，但他平时开销大，存
不下来钱，我们想着他老大不小了，
早点给他弄套房子，方便他成家。”

周老伯说，现在他们这么做，叫
“帮衬”，而且儿子现在处于事业上升
期，自己和老伴在能力范围内给儿子
减轻点负担，也心甘情愿。“现在新
房月供6000元，儿子主动提出要挑
担子，每个月出3000元，我们也很
欣慰。”他告诉记者。

采访中，不少老人向记者表示，平
时在家帮子女带带娃、自己掏钱买菜给
子女烧饭……这些都不能算是“啃老”。

“我们现在退休了，都有退休金，自己基
本用不完的，拿出一点来补贴家里，也
没什么不好的，而且我们总归是希望子
女的生活越来越好，毕竟是一家人。”家
住垂虹小区的柳大妈说。

长辈的付出看在眼里，子女也懂得
感恩。盛泽小伙阿杰的父母和爷爷奶奶
为方便其上班，共同出资25万元为他买
了一辆车。“现在，我最大的目标就是好
好工作，尽量多挣钱，早点脱离‘啃
老’队伍。”阿杰说，虽然现在挣得不
多，但自己回家时也会给父母和奶奶捎
点东西。

“在中国式家庭里，很多老人以子女
为生活重心，最大的内心需求不是钱，
而是陪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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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析说，子女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接受父
母的付出，都要尽早地独立，用行动告
别“啃老”，也要给予父母更多的陪伴，
营造和谐的家庭生活环境。

父母量力帮衬子女 子女应通过自立摆脱“啃老”

房子住，不大会照顾自己，于是，她
隔三差五会给女儿买好菜做好饭。

为了帮弟弟还钱，陈阿姨的大女
儿把20万元积蓄全拿了出来，按她
的话说，这钱是她心疼父母太苦，才
借给弟弟的。如今，年纪偏大，找对

象困难，也没了存款，生活日用品也都
理所当然地靠父母补贴了。“我也不想跟
弟弟一样‘啃老’的，可家里出了这样
的事，只能暂时倚靠父母。”不过，陈阿
姨的女儿认为，父母总会老的，自己肯
定会继续努力存钱，争取独立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