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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朋间的

羡慕

嫉妒

恨

三姐妹中 她曾风头最劲
45 岁的李艳近一年身体总是不好，隔一个月就会感
冒、发低烧，一次甚至发展到轻度肺炎，输了一周的消炎
药才恢复。她老公建祥说，她这是跟娘家人生闷气整的。
要说李艳的日子过得也算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中专
毕业后进入国企当办公室文员的她，虽说 5 年前因单位转
轨办了内退，但老公建祥收入还不错，而且夫妻感情融
洽。去年女儿又考取了北京一所 211 大学的金融专业，小
康生活中的她本应清闲自在，
但她却似乎闲出
“病”
来了。
话还得从李艳的娘家说起。李艳姐妹三人，父亲因
病去世较早，50 岁就丧夫的李艳母亲没有再嫁，咬紧牙关
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孩子、支撑家庭，真没少吃苦。当时
大姐李芳刚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李艳和妹妹李霞还在读
书。一晃 20 多年过去了，李家苦尽甘来，三姐妹都结婚生
子，生活温馨，
家族人丁兴旺，
老太太更是乐得合不拢嘴。
遗传了父母的优良基因，李家三姐妹个个容貌不俗，
但性格却相距甚远。大姐李芳干练坚毅、聪明刻苦。刚走
上工作岗位就失去父亲的她，内心充满了责任感，她帮母
亲挑起养家的重担，
结婚前工资全部交给母亲。经过多年
打拼，李芳已经成为知名企业的人事总监，曾是大学同学
的丈夫是高级工程师，
女儿本科毕业正在读研。
二姐李艳性情有些小内向，脑子也没有大姐聪明，但
她却是三姐妹中容貌最秀丽的一个。李艳中专毕业后在
国企当文员，收入不太高却很稳定。老公建祥厚道又勤
快，在知名外企担任车队负责人的他，收入还算丰厚。5
年前李艳所在的单位转轨，为适应市场、增加效益，许多
员工必须到新建的部门重新学习、培训，这下可愁坏了一
沾念书就头疼的李艳，她失眠、流泪、精神不振……建祥
不愿意让老婆郁闷，同时考虑女儿已上高中，需要更多生
活上的关照。就这样，刚刚 40 岁出头儿的李艳办了内退
……匆忙中 3 年过去了，去年女儿考上了北京的名牌大

学，
李艳的生活却似乎空了。
小妹李霞身材高挑，性格泼辣，师范大学毕业后当上
了职校教师，但没几年就不安于收入不高的工作了。爱
打扮又很能吸收时尚信息的她“下狠心”辞职，和同学创
业、代理进口婴儿用品。打拼十多年后，不能说生意风生
水起，也算良性循环、较有积蓄了。老公是重点中学的高
级教师，刚上高中的儿子身高 1.85 米，是人见人爱的“小
鲜肉”
。看着儿子，
李霞整天美得像
“星妈”
似的。

我家故事

缝纫机里的母爱
□记者 那宁宁
前段时间，我帮母亲收拾祖屋里的旧物，发现一台锈迹
斑斑的老式缝纫机。我和母亲商量，要不要把它当旧物卖
了，留着实在是占地方。母亲看着缝纫机，笑着和我说起她
年轻时候的事情，还有用缝纫机给我缝缝补补的日子。是
啊，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母亲的笑颜和缝纫机轮毂转动的
声音，是我童年最美好的记忆。
母亲是十里八村的
“巧手媳妇”
，
她不仅有一双裁剪衣服
的巧手，
使用那个时代
“时髦”
的缝纫机也是个中翘楚。这台
老式缝纫机是父母结婚时买的，
因为母亲未出嫁前家中就有
缝纫机，
使用起来已经是
“成手”
，
所以我出生后的所有衣服，
几乎都是母亲用缝纫机给我缝补的。特别是每到过年，
母亲
会从市场上给我和家人买一些时兴的布料，
用缝纫机做新衣
服。大年三十的晚上，穿上母亲制作的新衣，那高兴劲儿是
用任何语言都无法形容的。多少次午夜梦回，
还会忆起小时
候在祖屋的炕头前吃着零食、看着母亲坐在缝纫机前忙碌的
场景，
母亲总是时不时看着我微笑，
轻柔地对我说话，
手下缝
纫机轮毂转动吱吱呀呀，
不一会儿，
一件新衣就有了个模样。
后来我上了小学，渐渐爱美，总是不愿意穿着旧衣服上
学，时不时央求母亲给我做新衣服。后来我才知道，当时家
里经济并不宽裕，母亲自己从来不做新衣，省下的钱会给我
和家人多做几件，从此我再也不吵着要新衣服穿，更懂得节
衣缩食，
体谅父母。
直到我上了大学，家人搬离祖屋，祖屋里的旧物也闲置
在那里。生活条件越来越好，新衣服上街就买，上网就淘，
几乎没有母亲做衣服的机会了。有一次，我发现母亲在柜
子里整理年轻时留下的布料，我劝她：
“妈啊，那么又旧又土
的大块布，别放着了，干脆当抹布或者丢了吧。”谁知母亲不
高兴地说：
“俗话说‘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年
轻时就省吃俭用，积少成多，这日子才会越过越富足。以前
小缝小补的苦日子一去不复返，我们却不能忘了本，可知由
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啊。”母亲的教导令我醍醐灌顶，至今
我和我的孩子都养成了勤俭节约的好习惯，并准备把这种
好习惯当成质朴家风代代流传。
岁月如白驹过隙。而今，
尽管这台老式缝纫机已远离了
我们的生活，但是它带给我的快乐以及母亲对我的谆谆教
诲，却在记忆深处留存，成为最美的回忆。祖屋里无用的旧
物被相继处理，那台老式缝纫机却被搬到了母亲和我的新
家，
缝纫机里有美好的回忆，
也有母亲对我无尽的爱。

20 年后 一回娘家就失落
三姐妹都挺孝顺，老太太身体也挺硬朗。这日子越
过越红火，应该高兴才对，但矛盾却来了。大姐李芳工作
忙，一周才能看望母亲一次，为了尽孝，她几年前就给坚
持自己单独生活的老娘雇了一个计时工阿姨，每周两次
来给老太太打扫房间、洗衣服，老太太逢人就说老大是家
里顶梁柱。小妹李霞也不落后，每个月总要一家三口一
起请老妈到时尚餐厅吃饭，饭后公园散步赏花，拍很多照
片发在朋友圈里，亲朋好友一通点赞，都夸李霞孝顺。自
己没儿子的老太太看见外孙子更是爱得不要不要的，做
点儿好吃的，总要给
“小鲜肉”
留着。

这下二姐李艳可失落了！姐儿仨原来经济条件相差
不太多，但是自从 5 年前她内退后，总感觉日子过得比以
前紧了，花钱自然就“抠”了不少。过年、过节，给母亲的
红包比较小，平时去看老娘买东西也舍不得花钱了。对
她的节省，母亲、大姐、小妹都挺理解，从来也没说过什
么，但李艳自己感觉不好了。原来邻居都说，李家姐妹三
朵花，就属二姐李艳最漂亮，现在这点自豪感也荡然无
存，而且，每次姐儿仨去老娘家聚会，她回家都别扭，过
年、过节就更别提了，看着大姐、小妹给老妈的大红包和
丰盛的礼品，
李艳心里从别扭渐渐生出了逆反……

好心好意 在她眼里也是
“梗”
矛盾的大爆发是今年大年初二，李家三姐妹带老公、
几天以后，
大姐李芳不免在微信中小批评了二妹几句：
孩子去老娘家过“姑爷节”，姐儿仨给老娘送上各式年货、 “你原来脾气挺好，
近两年怎么变刺儿了？老三送咱俩化妆品
红包，老太太满脸笑意。给老娘拜完年，小妹李霞拿出两
是好意，
下次可不能那么说话了！
”
不曾想一向尊重大姐的李
套高档护肤品分别送给俩姐姐，大姐的感谢话还没落地， 艳来气了：
“我怎么了？我不就说句实话嘛，
本来你们俩就是
二姐李艳却不咸不淡来了一句：
“ 唉！我这穷人老脸的， 富人，
我就是穷人嘛！
”
一句话说得大姐很无语，
只好说：
“不跟
这么高级的化妆品给我真是糟蹋了。”泼辣的小妹哪能忍
你矫情了，
免得伤和气。
”
此后大姐、
小妹似乎走得更近了，
姐
这个话，马上也顶了一句：
“二姐是不喜欢我送的东西吧， 儿俩在家族微信群里和朋友圈不时互动，
交流服装、
化妆、
旅
你出门儿扔了也无所谓。”这些戗茬儿的话一出口，家宴
游等信息，
相互赞美……这一切在李艳看来就是那姐儿俩合
的气氛马上紧张起来，三个女婿的表情尤其尴尬，幸亏大
起伙来成心气她！郁闷至极的李艳索性俩月都没怎么在家族
姐赶紧转换话题，
给大家夹菜、敬酒，才打破僵局。
群里吭声。这期间，
她感冒发烧竟然引发了轻度肺炎……

读者点

评
抛弃自卑才能过好日子

最近，
朋友圈在热转网络作家李宫俊的一段话：
“有
人说：
越炫耀什么，
越缺少什么。但我却以为：
越缺少什
么，
越觉得别人炫耀什么。
”
这段话之所以让许多人产生
共鸣，
就是他说出了
“羡慕嫉妒恨”
心态的真实感受。
人们通常会对距离自己较远的人和事产生羡慕，
但
对距离自己较近的人和事容易产生嫉妒，
嫉妒情绪过度，

就成了恨。适度的羡慕可能促使人励志、
奋斗，
嫉妒变恨
就成为一种病态了。它的根源其实就是自卑，
说穿了，
就
是自己心里很明白自己的资质或努力刻苦不如别人，
同
时又对别人的业绩、
地位、
生活状态心有不平衡。这种不
健康的心态必须认识清楚和调整好，
否则就会造成像上
据《今晚报》
文中李艳女士这样：
有好日子没好过！

婚恋密码

当感情遇上限制条件
简姨忙着为女儿灵儿物色对象，
隔壁王大婶介绍了一个
“海归博士”
“
：让您女儿周六下午 2：
00 到街口那间咖啡馆见
面，
‘海归博士’
只有周六下午2：
00到3：
40有时间，
3：
40后他要
出发去谈项目。
”
简姨一听不高兴了：
“我家灵儿长得美、工作
好、学历高您都是知道的，
有必要规定一些相亲限制条件吗？
灵儿就算5：
00才去也值得他等啊！
”
王大婶也发觉自己的语气
过于傲慢，
赔笑道：
“您别急眼啊，
我也是学
‘海归博士’
的语气，
这样才能确保联络信息准确无误不是吗？
”
简姨幽幽道：
“见个
面还提这么多要求，
怎么觉得怪怪的。
”
王大婶捅了捅简姨，
神
秘地说道：
“您不知道，这限制条件越多的，说明自己条件越
好。人家
‘海归博士’
是婚恋市场的抢手货，
就算有些骄傲也是
人之常情嘛！
”
简姨沉吟半晌，
觉得王大婶说得有理。
周六下午，灵儿见了“海归博士”，怒气冲冲而归，她朝
简姨叫嚣：
“妈，他‘海归’了不起啊？只要不是诚心对我好，
条件再好我也不要！”简姨看到女儿受了委屈，跟她一起怒
骂
“海归博士”
目中无人，
继续盘算着为女儿找对象。
一个月后，王大婶又来介绍对象，简姨随口问：
“几点到
几点，在哪儿见？”王大婶笑眯眯道：
“男方说了，女方定！”简
姨条件反射道：
“您可别什么歪瓜裂枣都介绍给我女儿啊！”
王大婶狐疑道：
“ 此话怎讲？”简姨道：
“ 什么限制条件都不
提，全听女方的，八成是条件很差吧？”王大婶摇摇头道：
“你
这是中‘相亲条件’的毒了吧？甭管他条件好不好，让灵儿
见了再说。”这次王大婶介绍的相亲对象是钦慕灵儿已久、
在同一座写字楼上班的杨俊，他不敢贸然向高冷女神表白，
于是托人打听到王大婶，
以相亲对象的身份重新认识灵儿。
灵儿和杨俊很谈得来，
迅速陷入热恋。简姨问：
“杨俊家
条件怎样？
”
灵儿道：
“比起
‘海归博士’
，
有过之而无不及。
”
简姨
问：
“你看上他什么？
”
灵儿脱口而出：
“真诚。无条件的接纳。
”
据《今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