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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槽、抬杠、点评随手就来，
一旦不接茬被踢出群聊是日常

当代父母
挺难伺候
前几年，我们还在手把手教父母玩微信，并时常
吐槽他们笨拙或好笑的行为；如今，他们却变成了家
庭群聊里的毒舌段子手。 相比从前与孩子牢牢捆绑在
一起的形象， 新时代父母们变得放纵不羁爱自由，吐
槽、抬杠、点评随手就来。 不过，习惯了这种爸妈，将来
碰上难缠的甲方，你就能甘之如饴：“哈，这比我爸妈
好伺候多了。 ”

比起想你，你爸妈有时更想静静
最近，被称为“中国版的屋顶告白”的
《少年说》播出后，引起一轮热议。 节目中，
孩子们都大声说出了自己平时不敢说的心
里话。 可以发现， 少年们对家长的吐槽内
容，从学习到生活习惯简直事无巨细，有女
孩吐槽父母只看得到别人家的孩子有多厉
害，却看不到自己多努力；甚至有男生吐槽
自己妈妈小学天天让自己吃苹果， 上了初
中改天天吃鸡蛋的行为……
盼望着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
“松”一
点， 似乎是父母与孩子之间一直以来的议
题。然而，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其实，许多年
轻父母已经不稀罕天天围着孩子转了。 当
然， 他们通常不会把这个意思表露得太直
接， 只会在日常的一言一行中让你对自己
的生命起源产生怀疑： 比如他们从假期第
一天，就开始为你倒数开学的日子；主动为

你填报各种各样的兴趣班， 以给自己腾出更
多休息时间； 还要天天在微信群聊里用表情
包怒怼——
—
“你怎么还不出去玩”“你这样子
是不会有人愿意跟你做朋友的”……
不过这也没啥好奇怪的，这种
“孩子终于
开学了”的快乐，欧美父母早就发现了。 他们
为了庆祝这等解放生命、 重获自由的好消
息，甚至在社交网络上，把送孩子开学搞成
了一种摄影界的行为艺术， 毫不掩饰地分享
“没有熊孩子在的日子里， 我不知道多高兴”
的喜悦。
相比之下， 中国父母们表达这种开心的
方式，只不过稍显含蓄了一些。他们那看起来
只是皮一下就很开心的吐槽功力， 其实也是
一种别样的真实温暖。
毕竟，可以随心所欲怼你，还不怕被拉黑
的，也就只有你的爸妈了。

在被爸妈实力diss时，千万记得以退为进。

“
就喜欢你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

父母一旦朋克，就没你啥事儿了
论起扎心，这届爸妈是最优秀的
他们个个都是中文十级的高手， 在聊
天中，总能通过各种神回复，击溃你脆弱的
心防，直戳你最痛的地方。
你 已 被 爸 妈 移 出 群 聊 因为收钱、抢
红包太快被鄙视， 点评家族群里的谣言养
生帖分分钟被拉黑，一度怀疑
“幸福的一家
人”群里驻扎着各类玻璃心小公举，一旦不
接茬，被踢出群聊是日常。网友@季佧的一
段亲身经历曾引起同感无数：“那一天，我
爸突然把我拉进群，一看群成员，都是自
己的亲戚， 我一脸懵看着群不敢说话，过
了半个小时， 我被移出了群聊……” 现如
今，与爸妈相处的起伏日常，还真得有点儿
承受力。
你的头像永远“犯冲” 他们永远欣赏
不了你的头像及网名， 一言不合就上纲上
线，只露侧脸或者只有半边脸的不让用，
背景花里胡哨的也不行， 用动漫的更不
行……比你选自拍还严格。 而在其“头像
代表了一个人的形象、 思想和人生态度”
“微信名要体现正能量”“朋友圈不要胡说
八道，领导同事都看着呢”的指导思想下，
我们只能把自己建设成一个只发 《善良是

本能，善良是武器》好文的向日葵头像少女。
此后家中地位不如猫狗 想当初， 多少
父母拼命反对养猫猫狗狗，甚至撂下狠话
“
有
它没我，有我没它！ ”可真把小宠物抱回家，
就开始怀疑自己才是被抱回来的那一个。 比
如冬天怕自家狗子冻着勤快地做了十几件
小衣服，却嫌弃自家闺女穿太多臃肿到没眼
看难怪单身；偶尔争风吃醋向爸妈状告小猫
咬坏了自己多么贵的数据线，反被质问“你
知道它喜欢咬还不多买几条？ ”父母心，海底
针，总是说变就变，当初是谁说养汪又脏又
臭来着？
爸妈才是高段位杠精 那些天天爱在网
上
“抬杠”的人，跟我们的爸妈比起来，段位实
在太低，在现实生活中，他们随时杠、处处杠、
杠上花，真正能
“杠”起大旗。 你抱怨
“
最近好
累” 想获点安慰， 你妈直接甩手一篇鸡汤
文——
—《有一种失败叫瞎忙，感悟太深了！ 》；
太可怜了一整天只吃了两顿
在朋友圈吐槽“
正常饱饭”，留言里的“一天你还想吃几顿饱
饭？！ ”能直接噎死你。 作为身边最懂你的人，
他们总能在你自以为深受摧残时， 毫不留情
地戳穿你。

心口不一，爸妈
“清新脱俗”的爱
“
父母在等我们道谢，我们在等父母道
歉”，曾经是豆瓣某个用于控诉父母
“
罪行”
的小组里流行的一句话。 贬低打击嘲讽子
女、拿别人家的孩子来“刺激”子女、认为自
己总是正确的……那些年一谈起父母与孩
子之间的关系， 几乎总是被这些负面评价
给围绕着。
而如今，在“父母皆祸害”小组里痛诉

家史的时代，应该或者已经在走向终结了。爸
妈和你之间的数字鸿沟慢慢消失不见， 微博
被悄悄关注， 三天没发朋友圈就会被母上质
问
“你是不是把我屏蔽了”。 相较于在明处用
言语、细节伤人，当下的他们更习惯“暗中窥
探”你的动态，让彼此的生活都依旧有重叠，
却不再屑于对你产生强硬影响， 这大概就是
新时代的父母们，最大的善意改变。 吴慧娴

他们可以熟练地运用微信表情包斗图、
可以用自我的生活哲学扎你心于无形……有
人说，父母就喜欢你看不惯他们，又干不掉他
们的样子。 其实，当你真正意识到普通的家长
千篇一律，有趣的爸妈万里挑一，就会心甘情
愿地与他们一起
“
相爱相杀”到老了。
以为自己啤酒泡枸杞、没钱还裸辞就算
朋克了？ 先看看爸妈那一代人有多
“
酷”吧！
爸妈重金属，你养生 有人说，父母那一
辈的人，在日常生活之外，怀揣着自己的梦
想，梦想里还有自己最爱的人。 相比年纪轻
轻就开始丧萌的我们，爸妈才是从年轻酷到
老的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老阿姨不断占领着
KTV，午后包场嗨翻了天；你眼中的油腻大叔
一言不合解锁隐藏技能， 还追求诗和远方。
再看看你，怀抱一壶枸杞茶，死宅在家“北京
瘫”，还不是日日跟脱发、失眠、孤独终老的
焦虑扭打在一起？

表情包舶来主义者 和父母聊微信，最好少
用表情，否则，你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被虐的。
曾经，中老年专属表情包遭不少人埋汰，如今，
单线条蠢形象或是抠得乱七八糟的两行字，父
母发得比你还溜，发得简单粗暴、直击灵魂。 以
至于你不得不承认爸妈的认知天分， 对互联网
—随便一个魔性
社交的掌控能力也远胜于你——
表情，把你毒得无语凝噎不说，还要直呼“怎么
表情越糙，我心越荡”。
心中住着一位摄影师 比用你的照片当头
像（纯天然好物PS痕迹的那种）更朋克的是，爸
妈明明不懂摄影，还热情洋溢地非要给你拍照：
看见景区大门口的任何牌匾、喷（水）泉（池）、
4A级景区标志……必定会邀请你合影留念。 关
键是拍就拍了，构图、表情、光线还经常抓得特
别不走心，不是缺头少脚，就是短腿黑脸。 总的
来说， 亲爹妈摄影作品翻车现场， 惨烈状况跟
“手残男友”有异曲同工之“
妙”。

遇上朋克爸妈时的生存规律
相信在父母面前， 大多数人的求生欲都
是满格的。摸清规律，你就相当于掌握了生存
法则。
【喊全名之墨菲定律】：墨菲定律是说，你
越是担心某种情况发生，它越是有可能发生。
比如你一定有这种感触： 平时爸妈叫你小名
时都还挺正常，两个字怎么叫怎么亲切，一旦
突然叫起全名， 就必然是有什么不好的事情
要发生——
—很可能没有一点点防备， 没有一
丝丝顾虑，“
大嘴巴”就这样出现。 所以，当你
已经感受到三个字恢弘的气势，赶紧跑啊，还
等什么？
【玩 手 机 之 蝴 蝶 效 应 】：与
“你出去玩，你
妈数落你不着家，只知道野；每天在家，她依
然会教育你那么宅，活该找不到对象”同理，

父母眼中， 有许多不成立但你只能接受的神逻
辑。比如但凡你生活出了问题，妈妈肯定会说你
玩手机太多了：熬夜玩手机，隔天赖床所以上班
迟到，饮食也不规律；但凡你身体出了问题，那
一定是不吃果蔬背锅：不吃果蔬肠胃不好，吸收
差了就生病感冒……EXM？！
【薛定谔的时间观念】：爸妈眼里的时间，不
能用钟表日历来衡量， 它的制定标准完全取决
于父母的心情。即你妈说现在是什么时候，现在
就是什么时候。所以，不要问为什么七点不起床
就
“都要吃午饭了”、为什么明明才六月就
“马上
就一年都快过去了”、为什么新闻联播的片头曲
刚响就“已经半夜三更了”，更不要问为什么做
决定时他们一遍遍重复“你还小”，逼你相亲时
又要怼“你都多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