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退休生活秀

自打退休以后， 我的晚年生活
逐步走向规律化， 天天都有让我期
盼的 5 件高兴事 ， 每天都是好心
情， 心里充满着正能量。 在此， 我
就给大家说说这 5 件高兴事。

第一件是早起晨练 晨练的习
惯我是从 40 年前养成的， 从最初
的强制自己履行 “义务” 到后来自
觉享受个中快乐， 耽搁一天都觉得
是个很大的损失。

第二件是打乒乓球 1 小时 我
对乒乓球的喜爱， 由来已久， 年轻
时因受条件限制， 时断时续。 退休
后时间充裕， 条件优裕， 便玩瘾成
习， 欲罢不能， 干脆固定为每天 1
个小时。

第三件是写稿投稿 上班时候
写稿投稿是我的业余爱好， 忙里偷
闲挤出空隙也要耕耘这块 “自留
地”。 退休后， 我由业余舞文弄墨
晋升为 “专业耍笔杆”， 每当有小
稿见诸报刊， 便乐得手舞足蹈。

第四件是读书看报 我常年订
有十几种报刊， 日积月累的藏书也
不下千余册。 读书看报既是习惯使
然更是兴趣所致， 每天都要留出一
段时间徜徉在书山报海中， 这样既
丰富了我的知识， 也使我的观念能
够与时俱进， 不致落后于时代。

第五件是鼓捣电脑 电脑对我
来说还很陌生 ， 但现在鼓捣电脑
也成了我晚年生活中的重要部分。
除了不很熟练地用它来写稿发稿
外 ， 我还用它来浏览天下大事 ，
搜寻奇闻异事等 ， 虽不精通 ， 但
也算收获颇丰， 乐趣多多。

这样的我 ， 每天只要一睁开
眼就有了盼头， 总有希望在前方，
天天都有 5 件高兴事 ， 生活焉能
不快乐？

山西 韩长绵

不能刮胡子
那天， 小孙子有些吃惊地

问爷爷为什么要刮胡子。 爷爷
说， 胡子长了不刮， 既不舒服，
也不好看呀。 小孙子一听， 立
马制止爷爷说： “爷爷， 你不
能刮！” 爷爷问为什么？ 小孙子
回答道： “你不是常说， 嘴上
没毛说话不牢嘛， 你要是把胡
子刮了， 再说话能牢吗？”

上老年大学
前天晚上， 爷爷告诉刚上

小学的孙子说， 你一定从小就
要好好学习， 要不， 中学毕业
是考不上大学的。 孙子不以为
然地说： “爷爷， 不用怕！”
爷爷问为什么？ 孙子说： “我
可以跟你一样去上老年大学
啊， 不用考！”

山东 原健

上月 13 日的 《北京青年报》
报道称， 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街道
37 个社区搭建 “低龄老人志愿者
帮扶高龄老人” 平台， 通过上门服
务、 微信服务、 电话帮助等多种方
式， 提升高龄老人生活质量。

据了解， “低龄帮高龄” 就是
通过 “多人对一人” “一组助一
户” 结对帮扶方式， 对高龄老人
开展生活照料、 精神慰藉等服务。
眼下， 我国已提前进入老龄化社
会。 如今， 很多家庭都有三四位
老人， 大的八九十岁， 小的六七
十岁。 由于平时孩子都忙于工作，
一般很少有时间在家陪伴老人 ，
因而老人们往往会感到寂寞、 孤
独， 尤其是那些鳏寡孤独的老人。

笔者以为， 搭建 “低龄老人

志愿者帮扶高龄老人” 平台， 创
新 “低龄帮高龄” 新居家养老模
式的做法， 无疑是一个 “一举多
得” 的好举措： 那些刚刚退休的
“年轻老人 ”， 有的身体还很好 ，
有的退休后一时难以适应新生活，
让这些 “年轻老人” 去帮助比自
己年龄更大的老人， 既可以发挥
他们的余热， 也可以解决其在家
烦闷无聊的心情。 而对于高龄老
人来说， 有一群比他们年纪稍小
点的 “年轻老人 ” 陪伴在身边 ，
既能为他们提供服务， 又能相互
唠唠嗑， 解解闷。

在老龄化的今天， 这种养老
新模式值得提倡， 更值得各地借
鉴、 学习。

浙江 井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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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生之道

■有话要说

■祖孙乐

6 月的第三个星期日， 是父亲节。 此刻， 我想起了自己 86 岁的父亲。
自从 2012 年 4 月母亲仙逝， 父亲就一直一个人生活。 不过， 独自居住的父
亲并未郁郁寡欢， 反而把自己的老年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 且在养生方面颇
有心得， 还总结出 4大健康法宝。

父亲特别喜欢与孩子们在一起，
说这是进行精神按摩。 与年轻人在一
起、 与孩子们在一起、 与快乐的人在
一起， 确实， 就是接受精神按摩， 就
能使自己在心理上返老还童， 有助于
健康长寿。

父亲认为， 生活中总会有波折和
烦恼， 关键是要调整好心态。 父亲十
分欣赏 《醒世咏》 中的一段话 : “到
处随缘延岁月， 终身安分度时光。 是
非不必争人我， 彼此何须论短长。 生
老病死谁替得？ 酸甜苦辣自承当。”

大家能够相遇 ， 能成为亲戚 、
朋友 、 同事 ， 这都是有缘才相聚 。
所以 ， 应该珍惜这种缘分 ，
彼此善待对方， 有什么事
情好好商量， 何必要争个
我高你低呢？

父亲对吃颇有讲究 ， 还有
自制的 “保健粥 ” ———最主打
的一款是 “燕麦保健粥”。 其做
法是 ： 燕麦片适量 （根据自己
的食量）、 枸杞一小把、 鲜百合
一小把 （干百合需提前泡好 ）、
葡萄干一小把 ， 加适量水 ， 熬
制成粥， 再放入牛肉粉一小勺，
搅匀后食用。

“保健粥 ” 的辅料是不变
的， 但主料可以改变， 可谓 “百
变粥”。 比如 ， 改麦片为粳米 ，
就是 “粳米保健粥”； 改粳米为
香米， 就是 “香米保健粥”； 改
香米为小米 ， 就是 “小米保健
粥” 等等， 可根据季节变化及口
味而改变。 父亲已经整整喝了 7
年， 感觉很好。

每天起床后， 父亲会先喝一
杯温开水。 晨练后， 喝一碗 “保
健粥”， 加一个煮鸡蛋， 一小时
后再吃一个苹果。 此外， 父亲还
常吃黑芝麻、 核桃仁儿。

父亲很少去外面吃饭， 他说
饭馆里的菜油太多， 还是少吃为
妙。 须知， 粗茶淡饭宜养生， 萝
卜白菜保平安 ， 每餐只吃七分
饱， 快乐养生享天年！

陕西 胡本先

86 岁的父亲 ， 头发微白 ，
腰板挺直， 身体结实， 完全不像
是一位耄耋老人。

父亲很爱运动。 他说， 打乒
乓球和羽毛球， 不仅练腿部力量
使步伐灵活， 还练臂力、 握力、
眼力、 思维判断力等等， 可以说
是比较好的全身运动。 除了打球
之外， 父亲还喜爱跳舞， 可谓是
玩兴甚浓。

由于天天锻炼身体， 自 2012
年以来， 老爸基本上没有报销过
医药费， 偶尔得个感冒， 吃点药
也很快就好了。 因为身体健康，
父亲一直独立生活， 每天买菜、
做饭、 收拾房间， 乐此不疲。

父亲常说 ， 坚持锻炼身体
好， 这样不仅可以给国家节省医
药费， 还能少给儿女添麻烦， 更
重要的是自己也少受罪。

父亲是一位快乐的老人， 为
什么能活得这么快乐？ 按父亲的
说法是 ， 人的大脑里有两个情
绪频道 ： 一个是快乐频道 ， 另
一个是烦恼频道。 同样的事情，
你往快乐的频道拨 ， 心情就快
乐 ； 你往烦恼的频道拨 ， 心情
就郁闷 。 所以 ， 快乐不快乐 ，
关键在自己。

前些年， 父亲的一辆自行车
放在车棚里丢了。 遇上这样的事
儿， 有些人会觉得 “小偷真是可
恶呀”， 甚至因此气得心跳加快、
血压升高， 影响食欲、 睡眠。 可
是， 父亲一点也不生气。 “自行
车丢了就丢了呗 。” 父亲认为 ，
着急、 生气是没有用的———小偷
能把车子给你送回来吗？ 若是因
为这样把自己给气病了， 岂不是
用小偷的错误来惩罚自己， 多划
不来呀。

对于幸福快乐， 父亲有自己
的一套理论。 他认为， 幸福其实
就是一种个人感受———自己感觉
好、 感觉快乐， 就是幸福的。 因
此， 不要用别人的标准来衡量自
己的生活， 不要让别人的期望折
磨自己， 而要乐观地善待生活、
善待自己， 不论别人如何说、 怎
么看， 先把自己活好。

父亲的 法宝

天天运动 身体健康

守住快乐 关键在自己

精神按摩操 调整好心态
合理膳食 吃出健康来

“低龄帮高龄” 养老新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