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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个孩子都挺有出息，
50 岁打工女令人敬佩
张先生：那天去饭店吃饭，朋友指
着端盘子的服务员说，这个从四川来
嘉兴打工的女人真的了不起，省吃俭
用，培养了 3 个有出息的孩子，其中两
个 读 了 一 本 大 学 ，一 个 读 了 二 本 大
学。我觉得这个故事可以上你们的
“万姐聊天吧”
说说，
真的蛮励志的。
端盘子的服务员 50 岁左右，长相
秀气，看得出来，年轻时应该是个美
女。她的老家在四川大山里，也许是
老公以前在山里教书的缘故，他们比
N 晚报记者 万云风 整理 较重视孩子的教育，在大女儿还没上
小学的时候，他们就从四川出来打工
了。后来，
又生了两个孩子。
这位阿姨级的服务员自己并没有
什么文化，她说自己从没上过学，所
以，她不希望孩子也像她一样。她一
天打两份工，早上很早起床，在一家包
子店打工；中午和晚上，则在饭店端盘
子。老公也在嘉兴打工，具体做什么

我没问，
但收入肯定也不高的。
夫妻两个人，在嘉兴租房住，两个
人的收入，除了房租和必要的家庭生
活开支，其他的几乎全部投入到孩子
的教育上了。他们的 3 个孩子，从小就
很懂事，也爱学习，虽然家庭经济条件
较差，没有上过什么兴趣班，但还是凭
自己的聪明和努力，考上了不错的大
学 。如今，大女儿毕业工作了，在嘉兴
的一家医院当上了药剂师，已经可以
帮父母分担家里的经济负担了。
当天一起吃饭的朋友，都对这位
服务员竖起了大拇指。看得出来，她
虽然很辛苦，但心情是十分愉悦的。
她说，夫妻恩爱加上孩子懂事孝顺，就
是人生最大的财富。
反过来想想我们自己，
稍微有点压
力就吐槽抱怨。别说 3 个孩子，大多数
夫妻只有一个或两个孩子，
况且有的收
入还不错，
都觉得养娃的压力太大了。

我的一个朋友，家里有个读初中
的儿子，正值青春叛逆期，说不得骂不
得，每天放学接回家，小心翼翼地伺候
着，稍微说几句重一点的话，就被怼回
来。有一次，
父子争吵了几句，
儿子离家
出走，
夫妻两个找了一天，
才在儿子的一
个同学家找到，他老婆还怪他，说儿子
万一有个三长两短，
她也不和他过了。
另一个朋友说，他的女儿在国外
留学，4 年的学费和生活费耗尽了他们
夫妻两人的积蓄，简直就是个吞金兽，
可女儿并不领情，说又不是自己想去
留学的，是父母叫她去的。这个朋友
很委屈地说：
“ 不去留学的话，她的成
绩估计也就考个三本大学，将来毕业
怎么找工作啊？我们还不是希望她能
去镀镀金，再回来找工作，可以有点竞
争力。”
听了服务员的故事，我们只有羡
慕的份，这么乖的孩子，生 3 个我们也

愿意。
万姐有话说：有人说，如今教育资
源都被有钱人和中产阶级霸占了，
阶层
固化，
底层的打工一族很难通过自身的
努力实现阶层跃升，
但这个故事告诉我
们，教育资源并不只是课堂上的灌输，
家庭氛围、
父母的理念也是十分重要的
教育资源，这个资源和财富没有关系，
而和父母的言传身教有很大的关系。
有文化不一定就有修养，
没文化也不一
定就没修养，我相信，这位一天打两份
工，用自己的辛勤付出培养教育 3 个孩
子的母亲，
一定是一位尊重知识有修养
的人，虽然可能违反当时的计生政策，
但她对教育的重视依然值得我们敬
佩。在提倡
“共同富裕”
的今天，
我们需
要这样的故事来温暖和激励，
而这个家
庭也必将走出之前的艰难，逐步走向
富裕。

预产期在清明节，
婆婆要我提前剖腹产

N 晚报记者 韩瑜超 整理

小姜：我是个土生土长的嘉兴女
虽然小寅不是本地人，老家在湖
孩，今年 25 岁，在市区一家人气很旺的 南农村，家庭经济条件很一般，比起嘉
品牌女装店上班，像最近旺季的话，一 兴本地小伙，甚至可以说出身贫寒。
个月能赚万把块钱，如果是淡季，每个 但我一点都不嫌弃他，因为他脑子聪
月也能赚个五六千。我们做一休一， 明又踏实肯干，我看中他是一只“绩优
虽然轮到上班那天会比较辛苦，但休 股”。
息那天能就完全放松，
也爽气的。
去年年初，我们喜结连理，夏天，
与老公小寅的相识也挺有戏剧性 我们便有了爱情的结晶。小寅喜出望
的，有一天，他陪女领导来商场买衣 外，第一时间就向他的家人报告了喜
服，正好逛到我们店里，我推荐了几身 讯，而一般按照我们嘉兴的风俗来讲，
衣服，女领导都非常满意。那天可谓 女人怀孕头三个月是尽量不要对外
皆大欢喜，我赚到了钱，小寅的领导买 “官宣”
的。
到了心仪的衣服，小寅赢得了领导的
小寅还有两个姐姐，一个比他大 6
好评。
岁，一个比他大 3 岁。在他们那里，男
就这样，我成了他的“恩人”。在 孩十分被看重，几乎占用了家里的一
我们的恋情稳定之后，小寅告诉我，正 切资源，所以他才有机会好好念书，走
是我的有效“助攻”，让他被顺利提拔， 出老家。
之后便平步青云，走上了单位管理岗
婆婆得知我怀孕后，没过两个月
位。
就来到嘉兴，在我们家附近租了一套
其实，我心里明白，单位里提拔这 小房子，等待着他的孙子或者孙女出
种事情就是水到渠成，他的个人能力 生。说实话，我心里面对婆婆来嘉兴
非常突出，这才是占了主导的，他能够 挺反感的，但小寅是个孝顺儿子，我就
这样拍我马屁，只能证明他是一个情 不发表意见了。
商非常高的人。小寅是湖南人，今年
婆婆总是给我夹菜，可她烧的那
26 岁，俊俏的外表和温柔的心将我彻 些菜都是湘味的，我压根吃不惯，尤其
底征服。
是孕期，那些奇奇怪怪的口味，根本就

无法下咽。她看到我不吃，就一个劲
地问我，是不是食材不新鲜？是不是
烧得不好？我感觉很心烦。
2022 年拉开序幕，我们一家人都
对我肚子里的小生命充满了期待，上
个星期去医院常规产检，医生根据我
的实际孕周，对我的预产期进行了修
正，
修正后的预产期是 4 月 5 日。
小寅就是个心里藏不住话的人，
他又兴高采烈地将这个消息第一时间
告诉了他的妈妈。可婆婆这一次脸色
晴转阴，她听到这个日子，一下子露出
不悦的神色。她说 ，4 月 5 日是清明
节，孩子如果是这一天出生，有些不吉
利 ，今 后 一 路 成 长 都 会 被 人 说 三 道
四。我的脑袋“嗡”的一声，一时间不
知该说什么话。
第二天，小寅买了最贵的车厘子
送到我的床前，语气温和地对我说，他
妈妈的意思是这样的：最好等到孩子
足月之后，挑个好日子剖腹产。我一
下子从床上跳了起来，这简直是天大
的笑话，一气之下说：
“ 我肚子里的孩
子，
还轮不到她这个老妖怪做主！
”
小寅听到我说这话，就责怪我不
尊老，我跟他激烈地吵了起来。随着

预产期一天天临近，我的心情越来越
糟糕，遇到这样的奇葩婆婆，我真不知
道自己上辈子是造了什么孽！
万姐有话说：对脑子里还有封建
迷信思想残留的人来说，清明节出生
意味着不吉利，可事实上，365 天，每天
都有很多孩子出生，清明节出生的孩
子和其他日子出生的孩子一样，只是
大家的生日不同而已。顺产不管是对
产妇还是婴儿，都是最好最安全的选
择，如果为了避开这个日子而选择剖
腹产，影响母婴健康，医生也未必同
意。婆婆的这个要求满足了自己，却
伤害了儿媳的身体和感情，作为接受
过现代教育的儿子，理应委婉地拒绝，
并尽量开导母亲。但作为儿媳，把婆
婆说成“老妖怪”或“奇葩”，就有点过
分了，你的潜意识里可能存在一些优
越感，嫌弃婆家的思想在作祟，你看中
的是老公这个“绩优股”，而他的家庭
还没完全被你接纳。可事实上，婚姻
真的不是两个人的事，如果你处理不
好婆媳关系，夫妻关系也会随之受到
影响。爱屋及乌，善待婆家人，你的小
家庭才会越来越幸福。

老公意外离世，
我被“赶鸭子上架”管理公司
黄女士：自古人生最忌满，经过这
段时间一连串的不幸遭遇，我算是真
正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了。
我今年 38 岁，嘉兴人，从小被父母
捧在手心，吃穿不愁，学习无忧，事事
顺心。从一所全国重点大学本科毕业
后，我被保研到上海的一所名牌大学，
攻读硕士期间，我遇到了同门师兄小
洪。他比我大一岁，苏州人，我们一起
泡图书馆，一起帮导师做课题，还一起
利用课余时间做助学方面的志愿者。
充实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小洪
聪明又努力的他放
N 晚报记者 韩瑜超 整理 早我一年踏入社会，
弃了留校的机会，
而是选择白手起家创
业。他利用所学的专业知识，
创建了一
家大数据分析公司，
首创阶段有太多的
事情要处理，有太多的关系要打通，他
“白+黑”
地工作，
休息的时间很少。
硕士研究生最后一年实践期时，
我直接到小洪的公司帮忙了。有一
次，他接到一个大项目，连轴转的工作
强度直接把他累得咳血了。
“爱拼才会

赢”是他的座右铭，他一步步将公司从
小变大，从弱变强，赚到第一个一百万
元时，
他向我求婚了。
当年我们还在校园无忧无虑地
恋爱时，两个人在一个夏天的夜晚，
躺在学校草坪上数星星，他向我许下
承诺——当他凭着自己的努力赚到人
生 的 第 一 个 一 百 万 元 时 ，就 娶 我 过
门。才离开校园两三年时间，他就兑
现了这个浪漫而郑重的承诺。
尽管我也是这个专业出身的，但
成为洪太太之后，我就不再插手公司
的事务了。我们觉得，夫妻两个难免
会有意见不同的时候，在同一家公司
工作，容易造成矛盾，也会让底下的员
工感觉公司像夫妻店。我去找了一家规
模较小的公司上班，
赚得不多，
但压力也
不大，
专心当
“成功男人背后的女人”
。
老公就像一个陀螺，不断地旋转，
从来没有停下来的时候。我每次都是
趁儿子学校搞活动的契机，
要求他放下
手头的工作，陪我们一起参加活动，真

正的目的是希望他能短暂地歇一歇。
3 个月前，老公在去外地参加一场
重要会议返禾途中，
突发脑溢血，
经救治
无效离开了我们。对于我和我的家庭来
说，
这是一个晴天霹雳，
对小洪的公司来
说，
也是一场不小的变故和考验。
办好一切后事，公公和婆婆找我
深谈了一次，他们希望，甚至是哀求
我，能尽快接手公司的各项事务，挑起
事业和家庭的大梁。我的脑子里面很
乱，心也很难静下来，但在悲痛的老两
口的苦苦请求之下，我实在找不到合
适的理由拒绝。
还没完全收拾好内心的丧夫之
痛，我就被“赶鸭子上架”成了公司的
一把手，我听到了来自下属的质疑声，
也听到了自己内心不坚定的声音。现
在，我几乎每一夜都失眠，因为每一天
需要应对的事情太多太多了，而且很
多问题对我来说都“超纲”
了。
我多么希望时光能够倒流，小洪
不要那么狠心地丢下我。可以预见的

是，未来的路会很难走，我该在这个时
候说放弃吗？
万姐有话说：丧夫之痛如晴天霹
雳，对于一个养尊处优的女人来说，能
用最短的时间从阴影中走出，就已经
十分不易了，而你，还要努力挑起老公
未竟的事业这副重担，压力之大可想
而知。人生的路上总有意外，这是我
们无法选择和逃避的，我们能做的，就
是勇敢地往前走。对你来说，有专业
知识储备，也在公司里干过，管理公司
应该有一些底气和自信。接手老公的
公司是当务之急，你责无旁贷，对老公
的在天之灵也是一种告慰。如果你觉
得自己实在无法胜任，那么边干边物
色适合的职业经理人也是一种选择。
这个故事也提醒那些“事业狂”，
“白加
黑”的工作状态并不可取，没有了健
康，事业也很难长久地坚持下去。大
多数人努力打拼，为的是给家人提供
更好的生活，可家人的生活中少了你，
再多的财富又有何意义？

万姐聊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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