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 慢生活·朋友圈

慢新闻深阅读

慢下来

2019年9月11日 星期三
责编 陈志刚 视觉 张超
图编 陆晓霞 责校 宋美妮

让生活

智能与手动哪个好？

婆媳家务活之争
科技越来越发达，不少年轻夫妻都开始倾向于智能化家
务，张璐夫妇便是如此。不过在一向纯手工做家务的婆子妈
眼中，钟爱智能化家务的小两口就被贴上了“太懒”的标签。
现在婆子妈天天往小两口家里跑，帮忙做家务，这实在让小两口的生活
过得束手束脚。

洗碗机 VS 手工洗碗
媳妇：方便快捷还带消毒
婆婆：洗不干净还浪费水
张璐今年 26 岁，目前在九龙坡
区二郎一家装修公司上班，5 月份才
和老公方强一起住进了位于童家院
子的融创御锦 1 期的新家。张璐
和老公都是智能迷，对于智能
化的家电都很感兴趣。所以
在家里购置了很多智能家务电
器，洗碗机、果蔬清洗机、扫地机器
人、擦玻璃机器人等。
最让婆子妈诟病的就是她家的洗
碗机。买洗碗机花了 2800 多元，因为
张璐和老公最头疼的就是洗碗，所以他们就想
着用洗碗机最方便，
还自带消毒功能。
但是这个机器从决定购买起就被婆子妈强烈反
对。原因是婆子妈觉得洗碗机根本洗不干净，还浪费
水。不管张璐跟她如何解释，她就觉得机器洗的不如人
洗干净。
“现在，
只要她到我们家，
就一定要亲自洗碗。
”
张璐说。
每次看到婆子妈洗碗，当媳妇的也不好什么都不做，张璐
只得赶紧让婆子妈休息，自己来洗碗。
“其实每天下班我从二郎
开车回来都已经很累了，本来买个洗碗机就是图省事，结果她
不让用。
”
张璐说起这事就觉得郁闷。

扫地机器人 VS 纯手工拖地
媳妇：省心、高科技
婆婆：不如人做得仔细
除了洗碗机，家里的扫地机器人也被婆子妈嫌弃。张璐说
以前有段时间，她每天早上起来就把扫地机器人开着，然后机
器人可以自己在家里扫地，她也不用管，反正没电了，机器人知
道自己去充电。
但是没想到有一天她在上班时，就接到婆子妈的电话，问
她出门为什么不把家电都关完，自己到家里发现这个机器人
还在家里到处走。张璐不得不跟她解释，机器人在扫地，
做完会自己待机。没想到婆子妈又开始念：
“你们出门不
关电器，万一短路失火，有安全隐患。
”
方强后来也跟老妈解释，说机器人就是这样工作
的。可在老妈看来，他们就是太懒了，而且一些死角机
器人是无法清理的。方妈妈隔三岔五来给他们拖地，
“死角最容易长细菌，机器人哪有人做得干净，你们就
是懒。”面对婆子妈的唠叨，张璐和老公又郁闷又不知
说啥。

王阿姨说平时孩子们都拿洗碗机洗碗，但是她很多次
都发现洗碗机其实洗得并不干净，
摸上去不是有油腻感，
就
是粘手。
“这上面要是残留有洗涤剂或者油水，吃进去肯
定要生病啊。”所以她才坚持要手工洗碗。对于扫
地机器人，她觉得只能清洁一些头发丝、干的小垃
圾。但是油渍之类的，如果不用拖把拖，光靠机
器人弄不干净。
“他们这代孩子都是没做过家务
的，
我的确对他们不放心。
”
张璐告诉记者，平时自己和老公工作都
非常忙，根本无法做到像婆子妈期待的那样
家务亲力亲为，而且在他们的观念里，智能就是
省事。而婆子妈天天上门，的确让他们觉得不
自在。

观点
解放双手还是犯懒？
陈榕（26 岁 文职 女）：以我自身经验来看，智能机器人
确实不如纯手工家务做得仔细干净，
不过胜在快捷省事。
王雪梅（57 岁 退休职工 女）：我感觉身边的孩子会做家
务的真的很少了，
他们总觉得有机器人就行了，
我觉得有些家务
还是需要亲力亲为。
陈君宇（30 岁 主管 男）：我也是不信任机器人能把家务
做好，
什么事都要亲力亲为。我觉得还是生活观念不一样，
最好
相互不要太多干涉。

解读
尊重不同生活方式
情感专家、重庆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周小燕认
为，智能家务和手工家务之争，其实就是
婆子妈和小夫妻两种不同的生活方
式之争。现在社会高速发展，年轻
人工作压力大、社交繁忙，加上从
小到大可能少有接触家务，他
们更倾向智能省时省力的家
务方式。而长辈们则更多注
重细致和健康。这两种观
念并没有对错，相互之间也
应该尊重各自不同的生活
方式。当然对年轻人来说，
过度依赖机器，而
丧失基本
的 生 活
自理能
力，同样
也是不可取
的。对于长辈一些
善意的提点，不要一
竿子认为是不懂科
技，该接纳的还是应该
虚心接受。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
记者 龙玉玲

智能家务 VS 手工家务
媳妇：主要图个省心
婆婆：不实用不放心
随后，记者联系上张璐的婆子妈，今年 56 岁
的王阿姨。对于儿子儿媳的吐槽，王阿姨并不觉
得自己有问题。在她看来小两口买的智能家具完
全是图新鲜，其实根本不实用。王阿姨家就住在不
远处的奥林匹克花园 5 期，退休后她几乎每天都要到
孩子们家里做家务。

湛江市同满贸易有限公司与广州市昊德科技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湛江市同满贸易有限公司与广州市昊德科技有
限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湛江市同满贸易有限公司
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或相关义务人)
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
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广州市
昊德科技有限公司。湛江市同满贸易有限公司特公告通
知各借款人、担保人(或相关义务人)以及借款人、
担保人(或
相关义务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
改制、
歇业、
吊销营业执照
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广州市昊德科技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
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借款人、担保
借款人名称

人(或相关义务人)及其清算义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从
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广州市昊德科技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
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若借款人、担保人或相关义务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
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
请
相关承债主体、
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湛江市同满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市昊德科技有限公司
2019 年 9 月 11 日
注：1. 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 2018 年 6 月 29 日的人

借款合同名称及编号

民币贷款本金余额，贷款本金余额以借款合同、担保合同
等相关法律文件的规定为准。借款人和担保人（或相关
义务人，含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应支付给广州市昊
德科技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及其它应付
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止；已经
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湛江市同满贸易有限公司垫付
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
保全费、
执行费、
律师
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 若借款人、
担保人(或相关义务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
名、
改制、
歇业、
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
请相关

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 下列借款人、担保人(或相关义务人)如有疑问，请
与湛江市同满贸易有限公司或广州市昊德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本公告当中内容如有错漏，以借款人、担保人(或
相关义务人)等原已签署的交易合同为准。
湛江市同满贸易有限公司联系方式：
地址：湛江市开发区梧阔村十九巷 38 号 301 室
联系人：杨永才
电话：13824839668
广州市昊德科技有限公司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犀牛路京溪街 18 号
联系人：冯凌娜
电话：18688886262

贷款本金余额（人民币/元）

担保人名称

担保合同名称及编号

重庆怡能钢管
制造有限公司

2015 年南粤重庆借字第 0175 号、0177 号、0179 号《借款合同》,2014 年南粤重庆银承字
第 1134 号《银行承兑协议》、重庆银承字第 0029 号、0041 号、0045 号《银行承兑协议》。

79,666,182.20

保证人：重庆凯能物资有限公司；酉阳县怡豪大酒店有限公司、重庆怡豪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彭力、夏治洪、彭磊、段炼；抵押人：重庆怡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4 年南粤重庆最高抵字第 0122 号《最高额抵押合同》,2014 年南粤重庆最高保
字第 0292 号、0293 号、0294 号、0295 号、0296 号《最高额保证合同》。

重庆怡能钢管
制造有限公司

2015 年南粤重庆借字第 0298 号的《借款合同》

19,50,000.00

保证人：重庆凯能物资有限公司；酉阳县怡豪大酒店有限公司、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怡
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庆怡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彭力、夏治洪、彭磊、段炼；
抵押人：重庆怡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5 年南粤重庆抵字第 0030 号《抵押合同》,2015 年南粤重庆保字第 0072 号、
0073 号、0074 号、0075 号、0076 号、0077 号《保证合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