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年的四月一日，是西方的民间
传统节日——愚人节，这个欢乐的节
日起源众说纷纭。不管怎么说，我们
能体验到这个独特的节日，真是一件
有趣儿而快乐的事情。

愚人节刚开始盛行的时候，任何
人都可以炮制骇人听闻的消息，而且
不负丝毫的道德和法律责任，政府和
司法部门也不会追究。相反，谁编造
的谎言最离奇、最能骗取人们相信，
谁还能得到大家的欢呼。这种做法
给社会带来不少混乱，大家一致认为
玩笑不能像过去那样离谱，应该以轻
松欢乐为目的。所以愚人节这天玩
笑只能开到中午12点之前，这是约定
俗成的严格规矩，过了中午还找乐子
的人是一个比被他取笑的人还大的
傻瓜。

每年的愚人节都是一场谣言的狂
欢。1976年愚人节，BBC电台请了一
位天文学家做节目，宣布一个千载难
逢的天文学盛事就要到来。节目煞有
其事地说，冥王星、木星和地球会在上
午9点47分连成一条直线，前两者的

引力联合作用，足以使地球的重力出
现可见的下降。如果听众们在这一行
星交会的瞬间跳起来，他们会感受到
奇特的悬浮体验。9点48分，成千上
万个电话涌向电台，全都是听众分享
他们短暂的漂浮“体验”。

不要装着对这个节日不屑一顾，
其实愚人节的谣言有时候会发挥出你
所意料不到的作用。我们的认知分为
外显认知和内隐认知，从某种程度上
来看，即使是谎话，也会因为传播广泛
而在人们心中形成内隐记忆，从而对
我们的认知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中
国青年报》在1993年4月1日发表了
一个整版的“愚人节新闻”，其中最著
名的一则是“博士可生第二胎”。尽管
报纸通过种种手段暗示这些都是“假
新闻”，但大部分尚不习惯“愚人节”风
俗的读者还是拿他当了真。有趣的
是，在二十多年后，这则假新闻变成了
一个成功的预言。

1989年，美国加州大学社会心理
系教授维耶坦做了一个社会调查。
当时有一条关于审美风向转变的愚

人节谎言，声称英国社会对男性的审
美取向已经向“大腹便便”转变，并且
与绅士风度结合起来，成为一种新的
审美潮流。这个谎言流传甚广，特别
受大腹男士的欢迎。维耶坦教授通
过两年的调查对比，发现两年里英国
社会对大腹男性的受欢迎程度竟然
上升了4.72%。这是一次谣言成功改
变了事实的案例，谣言被包装成一种

“文化结果”来传播，又反过来成为“文
化源头”，导致了预设的结果。在社
会领域，多数人的相信更容易改变文
化生态。这一理论被称为“社会人择
原理”。

被愚人节捉弄过的朋友不妨换个
思维看问题，那些被广泛传播的欢快
的谣言，其实是承载着人们的希望，我
们也在努力将那些美好的谣言实现。

04 2015年4月1日 星期三 责编 杨雪怡 编辑 陈静/责编 李静 责任美编 万洪新闻热线:028-81710826

信箱：xqyylfwt@163.com

东家长来西家短 柴米油盐酱醋茶
都是寻常百姓事 男女老少你我他

“市井”题书：孙培严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青羊故青羊故青羊故青羊故事事事事【 】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院落·市井

我这人不喜欢照镜子，即使用电
动剃须刀刮胡子，也不喜欢照镜子来
弄，按着开关，“呜呜呜”地在脸上搂
上几圈，然后用手指一抹，感觉不宕
手就OK。正因为我对此随意为之，
老婆总会出来挑“刺”，说我不照镜子
就刮不干净，脸上总会剩下三两根长
毛，看着不雅观。女儿更是用四个字
来形容我，“颜值弱爆”了！我不太懂
这“颜值”是神马玩意，女儿说，“颜
值”是网络词语，源自日语“脸”的汉
字。女儿这样一说我懂了，她是在形
容我不善修饰边幅的脸面，还不及岛
国的马桶盖受看，一时间，我的小心
脏还真感到有点悲凉。

也许，不同的年龄段和不同情况
下，对这颜值的审美也不大一样。

我刚生下来时，身体瘦，分量轻，
五官也不太标致，尤其是一双小眼
睛，到如今也没睁开似的。可就是这
一副小模样，父亲抱在怀里仍然爱不

释手，还特别自豪：“真像我，长成这
样说明基因没有变异。一畦萝卜一
畦菜，不管别人怎么看，他就是我的
掌上明珠，家中宝玉。”

谈恋爱时，老婆对我的颜值也没
作深究，甚至在我担心将来孩子像我
一样小眼睛时，她反而开导我说：“现
在科学这么发达，大不了让孩子割个
双眼皮。”但没想到的是，我都是奔四
之人，老婆和孩子却开始拿我的颜值
说事了。我也对她们说我有点不悦，
尤其觉得，家丑不可外扬，就算家人
再丑，也不能拿这个说事。

俗话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天
生我材必有用，既然老天和父母没
有将我们塑造成一个不合格产品，
就没有理由害怕担心走向市场，面
对我们的用户。我们的用户，就是
所认识的家人、朋友、同事、网友等，
还有我们潜在的用户，即那些路人
和陌生人。无论每天是否朝夕相

处，抑或萍水相逢，相不相识无所
谓，一个微笑便能送去春风暖意。
至于那些喜欢开你玩笑的人，更要
感谢他们，认识你才记得你，记得你
才熟悉你，熟悉你才没拿你当外人，
开个玩笑，取个外号，又有什么？

我们的颜值，从儿时到耄耋，如
果不动刀子，不经历碰撞挤压变形，
不经历不可抗拒的意外损伤，也算是
一架不动产，从它面世那天起，就势
必要经受千千万万人的遇见和评
价。如果先天之颜值不能悦服别人，
令人心动，那么在混个脸熟的同时，
依靠后天的素养提升，依然可以俘获
更多芳心。有才的人会比有貌的人
更加自信，更加任性。

别怕别人拿你的颜值说事，越在
意也就越不开心。做个大度的人，只
靠实力吃饭，不靠颜值说话，也许你
会发现，在这个世界上，喜欢你的人
会更多！

曾昭抡是著名化学家、教育
家，中国化学学科的奠基人和领导
者之一。他自奉甚简，不修边幅，
不注意小节，还有很多“怪癖”，很
有一副名士派头。

曾昭抡是曾国藩的曾侄孙，他
的“怪癖”，体现在他的日常生活
中。某天乌云密布，他带着伞出
门，走了不久便下起了雨，且越下
越大，他全身都被淋湿了，却仍然
提着那把没有打开的伞一直往前
走，直到有人提醒，才把伞打开。
有人看见他站在沙滩红楼前，和电
线杆子又说又笑地谈论化学上的
新发现，让过往行人不胜骇然。

在西南联大时，教授们的工资
时常到不了位，而物价又是满天
飞，没有吃穿是常有的事。新校舍
又是在坟地中开辟的，泥土松软，
一双鞋子穿一个雨季就烂了。有
一次，两个女生走夜路，隐约听到
后面有异样的脚步声，大着胆子回
头一看，发现后面走着的是曾昭抡
教授，只是他的鞋子前面张了嘴，
后面开了口，前后见光，既通风又
透气，走起路来就有了踢踢踏踏奇
怪的动静，同学们都戏称曾教授的
鞋子“空前绝后”，等到脚掌部分再
磨穿，就真的是“脚踏实地”了。

曾昭抡的学生苏勉曾说：“曾
先生始终是一个学者，他不是政治
家，更不是政客。他始终相信科学
救国这一点。”据苏勉曾回忆，从他
1943 年进入西南联大化学系的第
一天起，他所见到的曾先生，始终
穿一件带污点的蓝布大褂，有时套
一件似乎总是掉了纽扣的粗糙的

白衬衫。鞋子总是露出脚趾头和
脚后跟，“脱下来，袜子底永远破个
洞”，头发乱蓬蓬的。

西南联大时期，曾昭抡在路上
见了熟人不搭理就是出了名的，因
为他总是在想化学上的事情。其
实，曾昭抡平日里走路总是低着
头，不是真不理人，而是根本就看
不见。有次为了参加中国化学学
会的年会，他从田野考察回来，仍
穿着沾满泥点的长袍，脚着草鞋，
踏上讲台，根本没有想到个人形
象。

有次在家吃晚饭，曾昭抡不知
怎的，心不在焉，拿着煤铲到锅里
添饭，直到夫人发现他的饭碗里有
煤炭，他才知道。他忙于工作，很
少回家，有一次回到家里，保姆甚
至不知道他是主人，把他当客人招
待，见他到了晚上还不走，觉得奇
怪极了。这是个笑话，也是真事，
说明曾昭抡“志”不在家。曾昭抡
为什么有这么多“怪癖”呢？因为
他太忙了，需要做的事非常多，一
般很少考虑自己在一些小节上会
不会被大众接受，这是他“怪癖”的
原因之一。其次，曾昭抡还是个有
个性的人，说话办事喜欢特立独
行。一些事情在我们看来很“怪
癖”，而他觉得正常不过。

曾昭抡的“怪癖”当然不是优
点，然而，这种“怪癖”却使我们看
到了他的灵性和思想。此刻，一个

“怪癖”的曾昭抡，比一个虚伪的绅
士可爱得多。有时想想，我们生活
中来点“怪癖”的精神，有何不可
呢？

【正儿八经】

像土豆
一样活着

□王纯
看到同事小王更新了QQ签名：“做人

要像土豆，跟啥玩意儿都能炖一起，咋整都
不难吃。”我不觉笑了，土豆不仅是百搭菜，
而且营养丰富，实在是广受欢迎的好菜。

如果做人能达到土豆的境界，应该是
比较理想的状态。像土豆一样活着，不仅
自己活得踏踏实实，你周围的人也会感到
有滋有味。

我的同事小王正是一个像土豆的
人，他几乎能够让所有的人感到舒服，不
管是亲人朋友，还是同事、上级、下属，每
个人都愿意亲近他。他并不是靠处事圆
滑取胜，他靠的是一颗真心。小王在家
中是好丈夫，好父亲，好儿子，他家庭观
念很强，有责任心，而且还能够把大家庭
团结在一起。因为有他，他们的大家庭
很少出现婆媳不和、夫妻矛盾之类的
事。这样的人，往往都像一个温暖的火
炉，他们的温度能够辐射开来，形成一个
磁场，让周围的人都紧密地靠拢在一起。

在工作中，小王无论做什么事，都能首
先考虑到别人的感受，所以大家都愿意与
他合作。小王还非常具有合作意识，真的
像土豆一样，即使跟别人“炖在一起”，也不
会喧宾夺主，抢夺别人的风味。他从来不
刻意做什么，只是在付出自己热情和真诚，
所以很受欢迎。

土豆“咋整都好吃”，的确是这样。土
豆可炖可炒可凉拌，口味多样而营养不
变。做人像土豆，在于能够给不同的人舒
适的感受。有人说，这样的人缺乏个性。
其实，这正是他们的魅力所在。他们不尖
锐，不刻薄，不趋炎附势，不鄙薄他人，无论
是谁，他们都能真心相待。他们的魅力还
在于能够保持质朴本色，就像土豆一样，不
会哗众取宠，不会唯我独尊，默默保持着低
调内敛的品性，可以每天登上平民百姓的
餐桌，为别人的生活增添滋味。

我总觉得，能够像土豆一样活着的
人，不一定具有什么非凡的才略，但是
他们的情商很高，能够做到以情动人，
以情感人。甘当土豆的人，还习惯用自
己的平凡衬托别人的不俗，他们永远不
会刻意彰显自己的优势。正因为这样，
才赢得了大家更多的好评。

其实，我们周围有很多像土豆一样
活着的人，他们质朴豁达，热情幽默，给
别人正能量，自己也活出一份精彩。做
人要像土豆，栖身于寻常烟火中，活得
朴素而真实。

凌晨4点，财大社区助老
志愿者张明霞被电话吵醒，
张明霞一看电话是他照顾的
老人张嘉航打过来的，立刻
按了接听键，张爷爷告诉张
明霞，早上早点到他们家去，
有重要的事情商量……自
2013年以来，张明霞照顾着
财大社区14位老年人，近两
年来，老年人家里的大小事
情都要找她这个女儿商量。

笔记本写满了
老人的基本情况

2013 年底，离张明霞退休还有
一两个月的时间，她朋友告诉她，财
大社区在招聘助老志愿者。“听朋友
那么一说，我特别感兴趣，于是就报
名了。”张明霞告诉记者，“我比较喜
欢和老年人打交道，退休之后还有
事情做，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张明霞是以志愿者身份到财大
社区照顾老年人的，后来社区给了
她一些补助，“有没有补助，我都会
把这14位老年人照顾好。”

记者见到张明霞的时候，她手里
拿着一个工作笔记本，记者打开一
看，上面记录了老年人的家庭住址以
及老年人身体健康情况：陈爷爷，不
爱说话，喜欢看电视；李婆婆腿脚不
好……除了这些记录老年人情况的
文字吸引记者以外，一些记者看不懂
的表格也引起了记者好奇心。

“这是我自己手写的一个表格，
我会提前分配好这个月的时间，平
均一周要去一位老人家两三次，如
果有特殊情况再根据具体时间做调
整，要是没有突发情况，就按照自己
的计划做。”张明霞告诉记者，“每次

去陪他们聊天、看电视或者陪他们
散步，偶尔给一些不方便的老人做
饭。老年人生病我也会在医院守
着。”

老年人生病
她比任何人都着急

在记者采访的时候，张明霞好不
容易才腾出时间来，“邵婆婆生病了，
而且还很严重，前几天我陪着他们转
院，和医院协调，幸好邵婆婆的女儿
从美国回来了，要不真没时间。”张明
霞说，邵婆婆今年86岁，突然患了急
性肠梗阻，老伴张嘉航张爷爷去年摔
了还没痊愈，现在还要担心老伴，为
了不让张爷爷担心，张明霞这段时间
一直在医院陪邵婆婆。

邵婆婆和张爷爷都是退休老
师，两个女儿远在美国，因为工作繁
忙，她们每年只能回家一两次，自从
张明霞走进他们家的时候，他们老
两口把张明霞当成女儿了，有什么
事情都要和她商量。

张明霞说，“邵婆婆生病的时
候，张爷爷第一时间打给我，我立刻
安排好手上的事情，把邵婆婆送到
医院，之前住的医院治疗效果不是
很好，于是又把邵婆婆转到其他医

院，这几天我每天都要抽时间去医
院看邵婆婆。”，财大社区书记晏庆
勇告诉记者，“前段时间90岁的李婆
婆生病，张明霞也是一直陪着她，有
时到家都很晚了。她照顾这些老
人，我们社区很放心。老年人有哪
里不舒服，她比任何人都着急。”

把他们当成
自己的父母一样对待

张明霞家里本来就有三位老人，
加上她照顾的老人，就是17位，她是
如何当好这些老年人的女儿的呢？

“我只是把所有的老人都当成自
己的父母对待。”张明霞说，老年人就
像孩子一样，在照顾老人的时候要掌
握老人的性格特点，比如，有些老人
喜欢聊天，就多给她分享一些新鲜事
情，或者是听老年人讲述往事，平时
教一些保健知识给他们。

“现在她们对我就像女儿一样，
其实一开始，他们还有些排斥我，毕
竟是陌生人嘛。”张明霞说，“和他们
相处时间长了，了解他们的脾气和
秉性，相处起来也更愉快。”

“对老人要有爱心、耐心、细心，
而且还要贴心和孝心。”张明霞说每
个人都会老的，善待老人就是善待
我们自己。

在采访尾声，张明霞接了一个
电话，电话是张爷爷女儿打来的，说
邵婆婆的情况有所好转，张明霞高
兴得像个孩子一样，一直重复着，

“太好了，太好了。”
（陈静 报道图片由被采访提供）

父母该不该帮子女带娃娃

不帮是本分 帮是情分

近日，家住八宝社区的张秀异常
繁忙，每天跟打仗一样，早上要早起送
孩子幼儿园，下午还要提前下班去接孩
子。“咋办嘛，父母不帮我们带娃娃，我
现在真的是十项全能妈妈了。”

父母说要有自己的生活
突然让我们自己带娃娃

“老公的父母在东北，太远了，我们
家孩子以前都是我爸妈帮着带，父母带
得好，我和老公还挺放心的。”张秀告诉
记者，“最近父母很正式地和我和老公
谈了一次，说不再帮我们带孩子，他们
要有自己的生活，这三年来带孩子失去
了太多的自我，不能和朋友一起出去
玩，也不能按照自己规划的路线去旅
行。”

谈完之后，张秀父母没有给他们缓
冲时间，直接定了机票飞泰国了。“不能
给他们思考的空间，他们是时候独立
了，虽然儿女和孙子是我们的一部分，
但不是我们的全部，我们除了帮孩子带
孩子以外，还有更多的属于自己的生
活。”张秀母亲说，“孙子还小的时候我
们也算尽了父母的责任，孙子上幼儿
园了，也该他们自己带了。”

父母到底该不该帮忙带孩子
帮是情分 不帮是本分

张秀把自己的经历告诉周围的朋
友，有人觉得她父母不好，现在年轻人
压力大，请保姆浪费钱不说，还不放心，
最放心的是父母嘛，父母反正也没事，
帮娃儿带孩子很正常的，不帮忙带孙子
的父母太自私了。“我们家两个孩子都
是父母带，上学放学都是爸妈接送，我
觉得很正常。”

“我觉得她父母是非常正常的父
母，一点都不自私，我们需要这样的父
母，父母帮忙带孩子是可以省事省钱，
但是弊端还是很多的，我特别不看好隔
代教育，希望以后多出现像张秀父母这
样的家长。”张秀闺蜜告诉记者，“一些
人觉得父母帮忙带孩子是父母应尽的
义务，法律上也没有这样的规定。父母
帮忙是情分，作为儿女应该感恩，不帮
的话也是他们的本分，我们应该尊重父
母的选择。”

“最近我自己带孩子我才知道了父
母的不容易，隔代教育确实有一些弊
端，在条件允许下，最好是自己带孩子，
父母是孩子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老
师。”张秀说，“爸妈的选择是对的，让我
又独立起来，而且也会让孩子慢慢学会
独立。” （陈静报道）

卿星星：
媳妇是相亲认识的，认识不到

半年就领证了，现在离办婚礼已经
很近了，可我总是感觉这个婚姻一
点都不幸福。

要不是因为年纪大了，父母催
着我结婚，我是怎么都不愿意走进
婚姻的殿堂。说说我为什么不幸
福，和媳妇貌似是两个世界的人，我
是从农村出来的，而媳妇从小娇生
惯养，各方面都很讲究，我是那种该
讲究的时候讲究，不该讲究的时候
就节约一些的人，两个人在消费观
念上完全是南辕北辙。我本来挣得
钱就不是很多，每个月还要还房贷，
可是她花钱大手大脚，我真不知道
该说什么，现在还好，以后有了孩子
该怎么办嘛。

还有就是，她在家基本上不做
家务，我每天回家买菜做饭，收拾屋
子，敢情我就是一个保姆。现在特
别后悔结婚，一个人的时候多好啊，
无忧无虑的，好怀念以前一个人的
日子。 阿呆
阿呆：

怎么办呢，其实我特别想说一
句，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但是问题
发生了，逃避是解决不了问题的，面
对这样的事情，只能想想到底应该
如何平衡。

分析一下你的情况，本来不想

结婚，迫于父母的压力就随便找了
一个人结婚，随便找一个人结婚无
疑是一种赌博，运气好的话能找一
个称心如意的媳妇，运气不好呢，可
不好说了。就像我们赌博一样，愿
赌服输嘛，既然输了想想怎么扭转
一下现在的败局。

柳暗花明又一村，好好和你媳
妇沟通一下，也许是因为你们相处
的时间很短，需要磨合。告诉她，花
钱要节制一些，因为家里的情况确
实不允许她大手大脚的花钱。只要
用心去沟通，都是一家人了，我相信
她会理解你的。

另外，我想说，在你的邮件里看
到的都是你媳妇的不好，她肯定是
一个有优点的人，试着接受她的缺
点，多想想她的好。

其实婚姻就像买唱片一样，有
A 面和 B 面，不可能只买一面，所
以，优点和缺点你都得试着接受，人
无完人，婚姻需要磨合，也许时间长
了，你也会喜欢B面的歌。

小关庙社区慈善助老
便民服务引进社区

本报讯（记者 陈静）近日，太
升路街道小关庙社区“助老惠民
春季庙惠”活动正式拉开序幕。
现场防电信诈骗知识宣传、新款
居家助老用品展示、免费更换 4G
卡、检测身体常规指数、义务针灸
等助老惠民活动的开展，将更多
的实惠便民服务引进了社区，让
老年朋友们就近得实惠。

缔造健康生态菜园
光华街道组织参观生态农庄

本报讯（记者 陈静）近日，光
华街道社会组织孵化中心、社区
教育学校组织居民在格林生态有
机种植农庄开展了“参观学习生

态农庄、缔造健康生态菜园”活
动，活动中邀请了生态有机种植
的专家，专家结合环保生态理念，
为大家生动地讲解了生态有机种
植的理念及生态种植的要求，随
后大家跟随讲解员参观了整个生
态种植农庄，了解了许多种植生
态蔬菜所用的器具及注意事项。

种菜达人陈立平给大家带来
了精彩的种菜心得分享，为大家
以后种植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生
态农庄工作人员带领居民做了与
蔬菜有关的趣味活动，增加了大
家对生态有机菜的认识，居民通
过活动认识了许多不同品种的生
态蔬菜，掌握了很多蔬菜的种植
方法。学习之后，居民纷纷表示
要在家里搞好生态菜园，让家人
吃上放心的蔬菜，让家里的环境
更美观，让社区更环保。

【世间百态】

别怕别人拿你的颜值说事
□詹华

【名人轶事】

名士派头的“怪癖”
□古滕客

婚姻像买唱片 A面B面都要买每个人都会老，对老人要有爱心、耐心和孝心

17位老人的贴心女儿

【培风夜话】

愚人节的玩笑会成真
□珠江格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