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退休生活秀

������今年， 先生已经跨越了八十
的门槛。

岁月对人来说， 真是一样捉
摸不定的东西。 许多年前， 我和
先生相识在音乐老师的课室里 ，
相别于上山下乡的列车旁， 又相
聚在生机勃勃的校园中。 结婚后
辛勤耕耘， 从无到有， 拥有了幸
福的家庭、 出色的孩子， 五十多
年的悠悠岁月转瞬即逝。

在感慨时间流逝的同时， 不
知不觉我们已经开始变老了。 人
生七十古来稀， 十年前， 我调侃
先生， 说他已属稀有， “现在是
老值钱了。” 先生晃晃脑袋， 风趣
依旧， 紧接着他猛地回了我一句：
“你不也状况频出吗？” 是呀， 那
时候， 我也是在奔七路上的人了，
四处找眼镜 ， 打着电话找手机 。

不久前， 我还上演了一出戴着帽
子找帽子的闹剧， 要不是先生把
我拉到镜子前， 我还在苦苦地寻
找， 不知啥时才出得了门！

但我们都是不服老的人， 我
们热爱工作， 仍然在职。 从事多
年的工作已经得心应手， 压力也
不大， 继续工作不但能活跃思路，
与人交往， 还有一份收入， 何乐
而不为呢？ 此外， 我和先生都还
保持着爱看书的好习惯。 先生喜
读史记自传 ， 我偏爱散文随笔 ，
每天我们都有各自安静的时光 ，
增长学问。 先生还时不时地向我
推荐好文章 ， 鼓励我动笔写作 。
这些年来， 我在工作之余每个月
都写一两篇小文， 投稿报刊， 至
今已刊出数百篇。

当然， 到了这把年纪， 我们

更是把健康摆在生活的绝对第一
位。 为了减缓衰老速度， 保持健
康的生活， 健身中心成了我们每
天必去的地方。 除了跳尊巴舞外，
每天一早我下水游泳， 傍晚先生
也乐滋滋地跑向健身中心。 到了
周末， 我们双双跃入水中， 欣赏
在水中游弋自如的彼此。 先生称
赞我泳龄短， 进步快， 我也赶紧
回敬， 夸奖他 “宝刀不老！”

晚饭后， 我们漫步在社区小径
上， 享受安静美丽的黄昏。 长长的
路我们慢慢地走， 已经走了许多
年， 但还有说不完的话。 “执子之
手， 与子偕老”， 如今， 我们都是
七老八十的人了， 从容地一起慢
慢变老 ， 让每一天都充满阳光 ，
这就是我们的暮年新希望。

重庆 陶诗秀

■
养
生
之
道

退休之年， 终于有了一个属于
自己的小院子。 于是， 我在院子里
辟出一片菜园 ， 种上黄瓜 、 丝瓜 、
豆角、 西红柿， 又栽下一架葡萄和
一棵柿子树。

春天到了， 葡萄的藤萝上鼓出
毛茸茸的小耳朵， 聆听着春的信息。
柿子树呢， 等百花闹春闹够了， 它
才生出肥厚的叶子、 花苞， 青果则
深藏于叶子间， 只有到了深秋， 它
的果实通体变黄时 ， 才露出 “峥
嵘”。 瓜菜们该长叶的长叶， 该开花
的开花， 该结果的结果。 一年四季
小院子里都是美丽又饶有诗意的。

有文友说， 来到我的小院， 就像
走进了植物园。 见我流连其间浇水
施肥、 除草捉虫， 或端坐在葡萄架
下展卷漫览， 那悠闲的情景让他们
直呼： “好闲适哟！”

不管你觉得自己是否已经老了，
总之已经退休了， 身份与环境都随
之变化了， 由工作转向闲暇， 应当
学会品尝 “闲” 的滋味。 或持一根
鱼竿 ， 笑迎晨风朝露 ， 临池垂钓 ；
或约几个棋友 “闲敲棋子落窗花”；
或 “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 或
“枕上诗书闲好处 ， 门前风景雨来
佳”； 或 “尽日高斋无一事， 芭蕉叶
上独题诗”。

闲适， 又分 “身闲” 和 “心闲”。
身闲只是有了闲适的时间， 心闲才
有享受闲适的心情， 才是高境界的
“闲”。 常听一些名流侈谈什么 “爱
闲适胜于金钱” “爱闲适胜于名利”
云云， 可他们整日里被人前呼而拥，
忙着觥筹交错， 很少能够享受真正
的闲适。 名流如雷贯耳， 名流富甲
一方， 这些都是我们普通人望尘莫
及的， 可名流也有自己的难处， 属
于自己的时间太少。 那么， 我们何
不利用自己的得天独厚， 趁着金秋
晚年好好地品味一番闲适呢！

江苏 陈述南

■人生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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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孙乐

前阵子 ， 孙子放暑假时 ，
我看他闲着没事， 就想给他报
个兴趣班 。 谁知孙子不乐意 ，
说： “我不学， 没用的。 我妈
之前给我报了钢琴、 竹笛、 二
胡， 我都学不到两天就不想学
了。”

“学会一门乐器不错的， 懂
艺术， 人也有气质些。” 我继续
鼓励道， “再说， 擅长一门乐
器的男孩子， 看起来也更帅。”

“我有拿手的乐器啊。” 孙
子笑嘻嘻地说。

“你会什么？” 我好奇地问。
“我妈说我的退堂鼓打得最

好。” 孙子答道。
广州 黄超鹏

李大爷是我在福建省宁德市
打工时的房东。 他八十多岁， 但
发不白， 背不驼， 脸色红润， 声
音洪亮。 没有什么大毛病， 吃得
睡得走得， 总是笑呵呵的。 我问
他有什么养生之道， 他说： “做
一个好人。” 见我有些疑惑， 李大
爷 又 解 释 说 ， 做 好 人 的 这 个
“好”， 不单单是善良之意， 还包
括了其他好几层意思。

做“好”动之人
李大爷说， 生命在于运动。 退

休之后， 他每天五六点钟就起床
了， 先是淘米煮粥， 接着去附近的
公园散步。 这散步， 不能太慢， 要
保持中速， 以身体微微出汗为目
标。 然后大声呼气， 大声对自己说
“今天你很好”， 做好心理暗示。 下
午， 李大爷邀上三五知己去游泳，
既能锻炼身体， 又能与朋友们交
流， 谈谈家庭事、 烦扰事、 快乐
事。 一天， 很快就过去了。

做“好”吃之人
这 “好” 吃， 不是做一个吃

货， 而是做一个会吃之人， 挑剔
之人， 以防止 “病从口入”。 李大
爷早晨爱吃粥， 粥里放了五颜六
色的杂粮， 像包谷、 小米、 薏仁、
莲子、 红枣等， 自己喜欢吃什么，
就煮什么吃。 午餐要丰富， 以鱼
为主， 要保证营养， 但不能吃太
多。 晚餐则以瓜果蔬菜为主， 不
能过饱， 以六七成为限。

做“好”乐之人
人生在世， 不过百年， 而人

的一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 到了
老年， 身体状况不如以前， 儿女
们的事情也多 ， 哪能事事如意 。
李大爷的态度是， 儿孙自有儿孙
福， 自己该帮的帮， 不会过度宠
溺。 李大爷的儿子第一次创业时
失败了 ， 欠下一大笔债 。 对此 ，
李大爷拿出自己的大半积蓄替儿
子还债， 剩余的便留作自己与老
伴的生活费 。 儿子再要求其他 ，
李大爷一概不予同意。 李大爷说：
“儿子 ， 你已经长大 ， 是成年人
了 ， 不能再啃老了 ， 去奋斗吧 。
家里的事， 我来照顾。” 于是， 李
大爷把孙女接到自己家， 负责她
的吃住与学习。 除此之外， 在以
后的日子里 ， 李大爷心态平和 ，
该吃的吃， 该睡的睡， 并不忧愁。
天天唱歌、 下棋、 听相声。 后来，
李大爷的儿子再度创业成功， 现
在一家人生活富足， 其乐融融。

做“好”简之人
李大爷生活并不富裕， 但也

不缺吃缺穿。 这个 “好” 简就是
简简单单， 善于在生活中作减法，
而不是作加法。 李大爷说， 要做
一个简单的人， 不勾心斗角、 不
尔虞我诈、 不贪财、 不求名， 甚
至不强求长寿。

李大爷说， 周围有些老人特
别想要健康， 为此， 不惜花重金
买各种保健品， 结果， 上当受骗，
花了钱不说 ， 还使身体受折磨 ，
有的病情还加重恶化。 李大爷认
为， 健康来自于严格的自我管理，
来自于持之以恒的科学锻炼， 而

不是靠药和保健品换来的， 甚至
这种想走捷径保健康的心态也是
要不得的。 所以， 他一直做个实
诚人， 细细打理自己的身体， 保
持好 “简 ” 之人的作风 。 他说 ，
大简无敌， 万物之道在于至简！

做“好”善之人
好善， 当然也是重要的健康

之道， 即做一个好人， 善良之人，
有德之人。

李大爷说， 德泽万物， 厚德
载物。 一个人， 只有有了厚德， 才
能配享万物， 否则， 德不配其位，
不但无益， 还有害其身。 在退休
前， 李大爷就常做 “活雷锋”。 比
如， 捐款助学， 清扫公共场地卫
生， 义务捐血等， 不求分文之报，
却使内心清朗舒适。 他说， 人与
人， 要多一些理解与互助， 多一些
爱与微笑， 才能滋养出善良之心。

退休后， 李大爷参加了市义
工协会， 常参加各种活动； 在自
己居处附近， 弄了一个街道小花
园， 把平时收集的草花免费摆出
来， 供市民欣赏； 每周参加一次
同龄老年人红色歌曲大合唱， 回
忆过往岁月， 忆苦思甜， 以充盈
内心……

李大爷说， 他还有许多与 “好”
有关的方法。 他的长寿， 就是得益
于好动、 好吃、 好乐、 好简、 好
善。 他还说， 要做长寿之人， 就是
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好人， 内心坦
荡， 做事磊落， 无愧于心， 成为一
个与天地同在、 受人敬仰的人！

湖南 胡小卫

拿 手 乐 器

品味闲适李大爷的
五好

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中国有句俗语， 叫好人一生平安。 这是一句祝福之
语， 同时也蕴含养生之道。 能体现“好人平安” 或“好人
长寿” 的最现实故事， 就是我身边的长寿老人李小文。

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