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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怕麻烦子女

一位盲人按摩师想多感
受一下外面的世界，于是给
本报打来求助电话，希望用
免费按摩换取一位热心人的
陪伴。

双眼失明，又离了婚，老
人内心的孤单与寂寞可想而
知。每次有人光顾他的按摩
店，老人都希望时间慢点过
去，这样就能多和顾客聊聊
天，了解一下外面的世界。
给本报打来电话时，老人已
经三四个月没出去过了，现
在连听别人讲外面事情的机
会都很少。

老人其实有儿子，可因为
怕麻烦、拖累孩子，他选择独
自生活。这段时间，老人身体
出了问题，医生要求他每周去
检查，可他怕儿子工作忙，耽
误了好久没去检查。

在现实生活中，有多少老
人像这位盲人按摩师一样，宁
愿委屈自己，也不麻烦儿女，
用这种近乎“自虐”的方式，默
默地爱着儿女。

无论清贫还是富有，不管
健康还是多病，老人期盼的总
是儿女过得更好，遇到困难，
他们往往选择沉默、将就，甚
至拒绝子女的主动帮助。有
这样一个新闻：一位 87 岁的
老人提着一袋破烂去卖，结果

因为头晕，摔倒在地，血流不
止，民警拨打了120，并问她儿
女的手机号，老人怕麻烦儿
女，怎么也不肯说。

不麻烦子女，是一种让人
揪心的爱，这种爱往往会给儿
女带来一定的心理压力，甚至
容易让儿女产生误会，久而久
之，原本血浓于水的亲情，也
会变得生疏。一味付出，却不
给儿女回报的机会，并不利于
亲情的维系。

有这样一句话：当孩子不
麻烦你时，可能已长大成人
了；当爱人不麻烦你时，可能
爱已淡了；当朋友不麻烦你
时，可能你们已有隔阂了！

良好的人际关系，很多是
麻烦出来的。在麻烦之中解
决问题，在解决问题之中化解
麻烦，在麻烦与被麻烦之中加
深感情。不麻烦，可能就失去
了沟通的基础，失去了增进感
情的机会。父母和儿女之间
的关系也是如此！

一项调查显示，多数老
人不愿麻烦儿女，儿女却希
望父母麻烦自己。麻烦儿
女，是一种必要的情感沟通，
也是另一种形式的爱。儿女
在帮助父母的过程中，行了
孝，得到的是内心的满足，被
需要的幸福感；老人则通过

麻烦，与儿女沟通，享受亲情
带来的方便与快乐。很多时
候儿女比父母想象的更有能
力。老人认为的麻烦事，对
儿女来说或许只是举手之
劳。因此，遇到啥急事难事
麻烦事，老人不妨直截了当
说出来，别怕麻烦儿女，给他
们一个尽孝的机会。爱自
己，其实也是爱儿女！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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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家园大家爱
管理有我更精彩
城管志愿者报名电话:12319

真心牵线军民共建

中央百货1301室13027639387

◆帅哥 28岁，1.81米，
本科，有家族企业，名车
名宅；◆大学博士男39
岁，1.74米，短婚未育，
有房有车；◆公务员男
58岁，1.73米，丧偶，
女儿成家，独居宽宅。

黄老师退休后从事婚介工作
近十年，用真心和爱心获得了大家
的厚爱，是洛阳诚信3·15和优质
婚介。成功率85%，报名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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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仕达国际旅行社
许可证号：L-HEN-CJ00046

电话：18537949918 63900533
地址：西工小商品市场隔壁唐宫大厦613

开封菊展
纯玩一日游88元起
10月15日/18日/21日发团

许可证号：L-HEN-CJ00064

地址：中央百货大楼9楼9126室（可上门办理）
电话：63191056 18567661582=微信

河南港中国旅集团总部
昆大丽双飞6日 特 价
洛阳直飞泰国6日3090元
洛阳直飞海南5日1680元
特价芽庄双飞6日1380元
洛阳起止北京双飞纯玩5日1450元

贵州黄果树双卧7日 2380元
重庆三峡游轮纯玩7日1880元
胡杨林张掖双卧7日纯玩3080元

洛
阳
起
止

全
陪
团

电话：65901535 18739061576（微信）
地址：洛龙区政和路

直
通
车老君山78元

1日游78元，2日游168元
特价仅限14日、15日

电话：13213669567 升龙广场E1407

直
通
车老君山78元

1日游78元，2日游168元
特价仅限14日、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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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实性、准确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后果，由信息提供者负
责。您使用这些信息时，请注意查验各种相关文件和手续。

庐山婺源景德镇5日660元（13日首发买1送1）
电话：18637981110=微信 63913112
西工区小商品东隔壁唐宫大厦713房间

洛阳康辉旅行社
许可证号：L-HEN-03091

开封赏菊1日/2日69元袁家村+西安2日280元
平遥+王家+壶口2日280元桂林双卧5日1080元
洛阳直飞海南双飞5日 特 价
大理洱海丽江双飞6日 时 价
华东五市+乌镇双卧7日1280元

电话：60876668 15138727198
地址：谷水大张斜对面公交站牌

直
通
车老君山78元

1日游78元，2日游168元
特价仅限14日、15日

电话：65169198 17737969891
地址：涧西区景华路

直
通
车老君山78元

1日游78元，2日游168元
特价仅限14日、15日

地址:丽春路王府井东500米路北门店
电话:69925197 13938809378（微信）

直
通
车老君山78元

1日游78元，2日游168元
特价仅限14日、15日

许可证号：L-HEN-03091

洛阳康辉旅行社

电话:62208888 15538845500
地址:亚威金港商务728室（全聚德楼上）

老君山78元
1日游78元，2日游168元，特价仅限14日、15日

洛阳中国青年旅行社
许可证号:L-HEN-CJ00005

电话：65189660 15896607741（微信）
地址：南昌路壹号城邦11-2011青旅总部

华东五市+三水乡全陪7日1180元
北京双卧纯玩全陪5日 1180元
洛阳直飞海南5日 1680元
洛阳直飞昆明大理丽江6日1380元
洛阳直飞泰国 全陪6日 1980元

电话（微信）：18623753767 15838566190
地址：西工区道南路宝龙大厦605

洛阳大自然旅行社
许可证号：L-HEN-CN02781

大槐树平遥王家壶口2日280元
大槐树绵山张壁古堡2日280元
大槐树平遥乔家大院2日280元

每周六发团
许可证号:L-HEN03107

洛阳环球国际旅行社

电话：64680087 15803796111（微信）
地址：涧西区七里河牡丹大酒店407室

云
南
海南三亚双飞5天一价全含不带钱包去旅行1780元

昆明腾冲瑞丽芒市三飞6天1680元
昆明大理丽江双飞6天 1680元

昆明西双版纳双飞6天1160元
大理丽江香格里拉泸沽湖双飞6天1260元

北京夕阳红纯玩
洛阳直飞泰国
香格里拉泸沽湖

张家界凤凰芙蓉镇399元
海南三亚双飞 880元

电话：62275561 13838839720（微信）
地址：西工小商品市场东隔壁唐宫大厦719

洛阳康辉旅行社
许可证号：L-HEN-03091

特
惠

洛阳中国国际旅行社
许可证号：L-HEN-CJ00003

地址：九都西路国旅大厦五楼旅游中心
电话：64325061 64612278

广元剑门关阆中古城广安小平故里1399元
桂林漓江阳朔银子岩五星双飞全陪1580元
武夷山水健康养生主题深度6日 1699元
洛阳直飞海南五星特惠温暖5日 1680元
昆明大理腾冲瑞丽芒市三飞 6日 1880元
广西全景桂林南宁北海德天通灵巴马2780元
浙江全景杭州绍兴宁波雁荡山普陀山1880元
江西全景武汉庐山南昌景德镇婺源1680元

河南港中国旅集团
许可证号：L-HEN-CJ00064

电话：64152180 13849941157（微信）
地址：牡丹广场9/24/54/99路车,终点站

洛阳机场直飞海南
纯玩5日1580元

海
南

洛阳机场直飞北京
纯玩5日1350元

北
京

许可证号:L-HEN-CJ00012

河南中旅集团

地址：王城大道凯旋路口东南角建设大厦东座1606
电话：62279377 18638871913（微信）

老君山78元
1日游78元，2日游168元，特价仅限14日、15日

河南国旅洛阳分社
许可证号：L-HEN-CJ00002

第七届夕阳红旅游节

电话：64606658 64617506
地址：涧西区南昌路锦茂国际大厦1510

欧洲5国12日
11月15日特价

越南特价5日

洛
阳
起
止

黄山福建专列10月23日开行2680元起
鄂赣桂琼专列10月28日开行2680元起
云贵湘专列10月28日开行3080元起

河南国旅洛阳分社
第七届夕阳红旅游节许可证号：L-HEN-CJ00002

电话：60625533 60626563
地址：涧西区南昌路锦茂大厦1406

洛阳直飞北京5日 买一送一
洛阳直飞泰国6日1990元起
洛阳直飞海南5日1780元起
东南亚四国双飞双卧3580元

【新闻背景】 日前，一
场充满喜庆与浪漫的婚礼
在河北省邯郸市曲周县大
河道乡西河道村举行。大
家在向一对新人送去祝福
的同时，议论最多的是他们
结婚“零彩礼”。从农村走
出来的新郎、新娘对农村高
价彩礼的做法极为反感，新
娘李晓利说：“我结婚不要
彩礼，那是因为感情是买不
到的，婚姻不能靠金钱来维
持，幸福生活得靠自己的双
手来创造。”（据 10月 10日
《广州日报》）

“天价彩礼”新闻层出不
穷，“零彩礼”婚礼人情味儿
十足，让人眼前一亮。

“零彩礼”婚礼，打破了
眼下婚姻的商品化属性，让
人倍感温情，也让人们见识
了简单、纯粹情感的存在。
李晓利，这名勇敢、自信的
姑娘，不仅挑战了世俗，也
挑战了自己，显示了她的人
生格局。

近些年来，无论是恋人
因彩礼谈崩、一拍两散的新
闻，还是媒体梳理出来的“全
国彩礼地图”，作为一种民俗
传统，“彩礼文化”可谓源远
流长，它会“长盛不衰”，究其
原因，离不开“嫁女回本”的
老观念及“外向炫耀”的面子
心理。

彩礼的存在，除了父母
认为传统习俗应该继承，还
意味着男方的家庭状况及
对女方的看重程度。当彩
礼和新娘的“身价”挂钩，成
为展示家庭实力的“道具”，
彩礼变味便成为必然，也使

“天价彩礼”的虚火越烧越
旺。纵然明白高额彩礼让
人走向冷漠和无情，现实中
敢于对彩礼说“不”的年轻
人，尤其是农村年轻人也是
凤毛麟角。

不过也应看到，李晓利
的特殊性在于她是“从农村
走出来的”，这种身份使她
拥有了实现自己意愿、挣脱
世 俗 的 能 力 ，“ 零 彩 礼 ”也
并非标志着农村已移风易
俗 ，只 能 视 为 部 分“ 走 出
去”的青年对农村传统习俗
造成的冲击。

让错乱的“彩礼文化”
重回正轨，需要移风易俗，
需要更多权利意识觉醒的
年轻人。创造机会让更多
的农村青年走出去，才能有
更多经济、思想独立的年轻
个体。

当“零彩礼”婚礼越来越
多，当移风易俗的观念深入
人心时，相信“天价彩礼”最
终会自动消失。

■洛浦听风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零彩礼”婚礼
让人欣喜让人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