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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媳相处难”似乎已被
认定为公开的“秘密”。不
过，网友“KINGKO花花”
分享了与婆婆的温馨故
事，许多网友留下“羡慕
嫉妒”的评论，还就如
何与婆婆相处“求支
招”，也有些网友比较
八卦，提出了质疑：真
有这样的婆婆？昨日，

“KINGKO花花”和本报
记者分享了她和婆婆的
相处之道。

婆婆“宠”我
我也“帮”婆婆

“首先得感谢婆婆公公为
家 里 付 出 的 点 点 滴 滴 。”

“KINGKO花花”说。她告诉记
者，“我很庆幸能遇上这么好的
婆婆公公。宝宝三个月大的时
候，我就去上班了，一直以来都
是公公婆婆帮忙带小孩，帮我
们做家务。”不仅如此，“KING-
KO 花花”的生日和老公差两
天，她坚持说只要给老公过生
日就行，可是婆婆非得再带她
和家人去吃饭。“婆婆说也要帮
我 过 生 日 ，真 的 很 感 动 。”

“KINGKO花花”很感慨。
其实，婆婆对“KINGKO花

花”好，“KINGKO花花”也在以
自己特别的方式回报。她说，

“有时婆婆和老公有别扭，老公
对她大声说话了，我都是帮着
婆婆说话，因为我觉得不管是
谁的错，都不应该对老人家发
脾气。”

“还有，在经济问题上，我
从来不计较，老公的工资都是交
给婆婆，家里盖房子需要钱，我

也上交了我全部的存款。因为我
觉得既然是一家人，就没必要把
钱看得那么重，能分担就多分担
一些。”“KINGKO花花”说。

最近，“KINGKO 花花”也
在学做家务。“昨晚我炒菜，问
婆婆说好不好吃，婆婆说还可
以，其实我知道炒得并不好。
公公就说还不错，可是我看他
吃得好少。”“KINGKO花花”笑
着说，继续努力吧。

有矛盾不要强争
学会“哄”老人家

相处久了总有意见不合的
时候，特别是在照顾孩子的事
情上。“KINGKO 花花”告诉记
者，年轻人接受的新思想、新观
念比老年人多。有什么意见不
合的或委屈在老公面前说说发
泄一下就行。

“千万别跟老人家较真，老
人家也是需要哄的。我经常跟
他们开玩笑。比如，我就经常
问公公以前是怎么追婆婆的。

看到婆婆跟公公闹别扭的时候，
我也经常逗他们，所以有时被我
弄得哭笑不得，但是气氛就好多
了。”“KINGKO花花”笑道。

老人家难免会唠叨，即使
不是自己的错，也不必强争，避
免矛盾激化。“KINGKO 花花”
说，“无论和婆婆发生什么事，
事后我都不会往心里去，把婆
婆当自己的妈妈一样对待。在
节日的时候，我也给她买礼物
表达自己的心意，我想老人家
心里会很开心的。”

“我是闽北的，老公是厦门
农村的，听说闽南的家庭很传
统，特别是闽南农村，一般都是
媳妇要顺着婆婆的，但是从我
们家的关系来看，更像女儿和
妈妈的关系。”“KINGKO花花”
由衷地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
多赚些钱，等经济和时间都允
许的时候，希望能带着婆婆和
公公到处去旅游。”

本报记者 吴燕如
供图/“KINGKO花花”

为全体员工谋福利！为客户提供最贴心的服务！！为成为高端房产领航者而努力！！！
诚聘店长，经理，底薪经纪人 招聘热线15080329002郭

滨北筼筜湖边楼中楼
南北看湖急抛1.8万/m2

博物馆旁 3房
带电梯 124m2 读名校

拎包入住 售2.5万/m2

黄敏：15959222267

国际邮轮城专案
234m2 高层 大五房
50m2入户花园

35000万/m2

精装134m2 三房

最佳梯位 500万

108m2 高装 388万
赖小姐：13850055679

海峡国际社区楼中楼
255m2 送20m2单间 35m2露台
4+1房 2厅3卫3阳台 厅挑空

东南北三面采光 业主急售
13656009117

国际邮轮城一期
稀缺234m2

楼王户型出售
高层送50m2入户
正南北 看全海景

业主急售 看房有锁
官泽荣：13950178553

世嘉花园
2+1房 286万

高装 朝南
刘：13950090246

南湖明珠
4房 高装 630万
全南湖公园湖景

刘：13950090246

禹洲城上城
入户带花园4房
使用180m2

375万
刘：13950090246

港务甲级写字楼
306-428m2

出售2.5万/m2

陈金 13276964432
仙岳山庄
楼中楼 240m2

跃三层 满5年
售2.6万/m2

王：18959221023

厦禾裕景
黄金店铺
正沿厦禾路

挑高8米 门宽9米
急售128000元/m2

吴：13599530906

高峰会店面
77m2

65000元/m2

挑高6米
吴：13599530906

禾祥西
美仁新村店面
50平买一层送一层

宽7米 总价150万
吴：13599530906

建发•半山御景
仙岳山南麓顶级豪宅
166、186、249m2

豪华装修 超值价急售
王：13365047361

文灶文塔苑五房
就读一中 243万

新装 有锁
刘：13950090246

源昌鑫海湾就读实小
沿海第一排 买一层送一层

用320m2 超低价
吴先生：13860180980

新景缘
黄金楼层 看海看湾

133m2 仅售330万
小张：13959287151

万科湖心岛旁
商业街店面

抵工程款急售 直签合同
高8米 面宽20米 5门面

3万/m2 比住宅还便宜
抢店热线：18950122880

13850085959
诚邀店长20名、经理40名、经纪人100名

人才专线18906005363 王经理
卓越团队、打造一流品牌、总部协助运营、

创全新加盟模式！加盟热线 13806064977
服务热线：400-168-6599

莲坂两房
72m2 拎包入住 南北

五楼 免税 168万
黄：13799751743

鲁能领秀城
高层 4房 看山

天然氧吧 住家首选

175.8m2 576万
杨：15160035560

思明区 05年 电梯
3房 高装 仅2万/m2抛售
小林：13950155809

前埔楼中楼超低价
1.8万/m2 157m2 4房

封闭小区 东南北 送两个露台
吴13194073168

瑞景 联丰新城
电梯4房 1梯2户
客厅带大阳台

朝南 急售343万
胡13400756508

福满山庄
220m2

23181元/m2

带60m2 露台
挑空楼中楼

林15805924757

急！急！急！
禾祥东转角黄金双门面 月租5千 急售118万

莲坂使用百平餐饮店 月租7千 急售242万

世贸电梯口绝佳门面 月租2万8 急售558万
李树林 13459009836 李新东 15259221898

滨北06年
140+40m2露台 高装

三面采光 急售308万
董运15805929006

方进坤18906034345
滨北买一送一
110m2 送70m2一套

07电梯 320万
孙京13600964696

滨北06年
电梯高层高装

3房 273万
韦业应 15280234161

滨北
电梯花园 141m2

360万 免税
任金平 13400778970

岳阳小区
精装修72m2

免税 急售
张秋玉15859252858

岳阳小区
黄金楼层 南北通透三房

满5年 急售163万
梁爱花18959242658

玫瑰园2房
低行情83m2 182万

满5年 送天台
张志刚15980830223

人才中心旁
南北双阳台 全明格局

85m2 低价出售
王芳15980939612
就读公园小学
3房 南北 90平 满5年
急售207万
邹15060711032

3房仅售248万
陈安格13313856566

婚房首选
白鹭洲旁
06年高层豪装

独栋别墅 使用650m2豪装500万

皇家花园 300m2名校圈 产权清晰 诚意出售
楼中楼 250m2高层三面采光
新装未入住 紧临湖里实小 再送100m2

独立使用露台！价面议！
吕13696965895

找“商业地产”看《厦门日报》 767

“黄大头”：“老爸老妈新年
快乐，二老缺什么要跟我说。”

妈妈：“我就缺个儿媳妇。”
这是前几天，本报微信网

友“黄大头”打电话回南宁老
家，和妈妈的对话。今年27岁
的他，这两年每到年关，“催婚”
这事就被父母提上日程。其
实，他自己也着急，可是上哪儿
找合适的对象呢？他心血来
潮：上报纸秀一秀自己吧，或许
能遇上“有缘人”，总比租个女
友回家靠谱吧？

“黄大头”一直是个挺特立
独行的人。大学毕业后，学美

术的他没有按照家人安排的生
活方式按部就班。“边走边唱，边
走边画，我去过很多地方，厦门
是个美丽的城市，让我停下了脚
步。”留在厦门的“黄大头”忙得
不亦乐乎，到大学代课，和朋友
组建画廊，业余时间还免费教朋
友弹吉他、打鼓，学唱五线谱。

在阿林眼里，“黄大头”是个
做事有魄力的人。“这家伙在25
岁的时候，怀揣 1000 块钱，北
上南下，坐最便宜的绿皮火车，
边走边赚钱。用半年时间游历
了中国一半的名山大川。行程
结束后，兜里钱没少，反倒还多
出了5000元。”

老友陈荣耀与“黄大头”就

相识在绿皮火车上，那时候的
漫长旅途，最大乐趣就是听他
边弹边唱，兴之所至，他还会给
大家画肖像画。“他的画总是让
人看不懂。”好友振辉说，“他老
喜欢画一些没有菱角的山峰，
也许那就是他自己。”

“他还收养了一只流浪猫，
好吃好喝地伺候着。”好友默默
觉得，“黄大头”是个善良细腻
有爱心的大男孩。不过，他晚
睡晚起的习惯可不大好，说话
太直，经常得罪人。

“我的脾气太急躁了，以后
要改改。”听到好友对自己的评
价，“黄大头”很认真地表态。

本报记者 邓宁

11日 17：24 叶小姐来电：
现在年底大家都在买车，我

上个月订了一部福克斯，说是年
前给车。现在到货了，他们看买
车的人多，就有点霸王条款了，强
迫说要加导航，要4300元，不加
导航就不给供车。买的时候都没
有要求说要加导航。我是在海沧
丰骏 4S 店买的。今天我跟他们
沟通了半天，他们还是坚持一定
要加导航。 （郑音芳记录）

10日11:46 高女士来电：
1月2日我去中闽百汇地下

超市买散装红米，买回来就直接
放冰箱，才过了几天，我就拿出来
煮给小孩吃，吃完后才发现米发
霉了。购物小票和超市专用装米
袋我都留着，今天去找他们要说
法，结果他们给的答复是：黄金都有
可能掉包，这发霉的米也不能保证
是你当时买的，我觉得很可笑，这个
米怎么可以拿来跟黄金做比较呢。
再说这种天气米也不可能才几天
时间就发霉。 （周燕萍记录）

11日18：03 曾先生来电：
1月3日下午5点多，我在镇

海路打了一辆的士到黄厝路 38
号门口，到目的地时显示的价格
是 21.8 元。当时我身上没零钱，
我就拿了一张100块钱给司机，是
一张很新的钱，当时这位司机接过
钱看得很仔细，确认后找了我75
块钱，我就下车了。大约 15 分钟
后这个司机又绕回到黄厝路 38
号的门口，在那里大吵大闹，说我
拿假钱给他。假如真的发现是假
钱他就应该要报警，不应该大吵
大闹。门卫看他在那吵闹，就带
他进来找到我。他把一张100元
的人民币递给我，说是我给的假
钱。我当时也没经验，就把钱接过
来，但我看这张100元人民币跟我
刚才给他的那张不一样，我给的那
张很新的。当时因为没经验，也

没报警，后来其他人看到，就问我
有没有接过那张假钱，我说接过
了，他们就说我不该接那个假钱，
这样上面就有我的指纹了，报警
也没用。后来这位司机一直在这
里吵闹，为了不影响别人，我就又
拿出一张100元给他，这时候他连
看都不看拿了钱就赶快走了。

后来我回去冷静下来想想，
我觉得我吃亏了，被骗了。因为
我有发票，晚上我就打电话到运
管处去投诉，问有没有这部车，他
们说这是联亿公司的车。我就打
电话到联亿公司去反映，我感觉
他们公司的态度很不好。这100
元并不算什么大钱，但我是正当
的人，不会去弄假钱，我不是骗
子，现在我觉得很冤枉，弄得我的
名誉很不好。我现在想通过你们
说我不是骗子，还想通过我的遭
遇提醒大家，现在七七八八的骗
术都出来了，大家一定要注意。
而且这个司机非常老练，他当时
是 不 可 能 看 不 出 真 假 钞 的 。

（郑音芳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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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婆婆像亲妈
叫我怎能不爱她

文艺小王子
就缺一个她
27岁微信网友“黄大头”被父母

催婚，希望找到有缘人

“KINGKO花花”原声：
“刚刚在客厅就是随口说了

一句有点饿了，虽然下午吃了
很多甜点，然后我就跟他们
说困了，要去睡觉了，睡了差
不多10分钟，婆婆叫我下去
一楼吃面，我说不了，想睡
觉了，没想到婆婆把面端到
房间来。这是上辈子要积
多少福才遇到这么好的婆
婆，跟亲妈一样。还有早上

想吃水果，也是随口一说，婆
婆居然跑去超市买了一堆水果

回来。妈妈，我爱你。”

10日15:29 高小姐来电：
今天早上出来上班，走到楼

下，刚好看到小区收垃圾的人骑
着三轮车来收垃圾。我看他把整
桶垃圾倒进垃圾车里，然后用手
开始翻垃圾，把一些纸盒什么的
可回收垃圾另外挑出来收着。突
然我听到他叫了一声，然后看他

的手。我很好奇就走过去看了一
下，原来是他的手被割伤了，还流
了点血。我想应该是谁家丢的垃
圾里有破掉的玻璃碎片，跟生活垃

圾都装在了一起。我看他手都流
血了，就叫他赶快擦一下，他说没
事，还说经常被割，已经习惯了。
接着他甩甩手，又继续翻垃圾
了。希望大家以后家里有这种破
掉的玻璃碎片什么的最好另外包
住，不要跟生活垃圾装在一起，真
的很危险。 （郑音芳记录）

私搭小屋养鸡鸭
@爱笑的人就是我 ：

厦门思明区莲前军需培训
中心旁边，有一居民私搭小
屋养鸡养鸭味道很难闻，严
重污染环境影响周围居民正
常生活，两年来多户居民向
相关部门反映未得到解决。

脏车=画布？
“不是哥不洗，哥

在等下雨……”一辆布
满灰尘的车，被路人当
成“画布”，在上面涂鸦。

@宝红阿姨：家乐福“误导性”
标签依然存在。今天到厦门中华
城“家乐福”购物，荔枝啤酒价格
1.7元，不错，拿几罐。结果到结账

的时候看到小票开出来的是 2.1
元。大家看看照片，附近哪里可以
找到2.1元的标签？总台没有人能
处理。

吐槽

建议

停车费随意叫价？
@常吐血的王小贱 ：

靠忽悠赚钱的停车场工作
人员，名汇地下停车场，一
小时5元之后每小时2元，
停了不到4小时，出口保安
说 13 元，我让他算给我看
为什么是13元不是11元，
立马改口只要11元，已经不
是第一次遇到这样了，每天
几百辆车，每辆忽悠 2 元，
一个月收入不菲，望大家火
眼金睛勿被骗！

价签该改了

网友网友““黄大头黄大头””盼找到有缘人盼找到有缘人。。

““KINGKOKINGKO花花花花””和和
婆婆相处融洽婆婆相处融洽。。

@_SEVENCAT@_SEVENCA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