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养生之道■有话要说

据媒体报道， 近期， 宁波市镇
海蛟川街道陈家村的 72 位老人领到
了首批免费的 “孝心手环”， 为他们
今后的安全出行上了一道 “保险”。

近年来， 老年人外出走失的现
象在各地屡有发生， 这些老人中，
有的患有阿尔茨海默病， 有的辨不
清方向。 走失老人们， 有的几天后
才被找到， 有的十天半月或数月后
才被找回家， 更有甚者， 一走就再
无音讯。 即使在外面有人发现了走
失的老人， 也往往因为老人语言不
通、 意识不清等原因而无法及时给
予帮助或救护。

那么， 该如何避免老年人走失
现象频发呢？ 笔者以为， 宁波市镇海
蛟川街道为老年人免费发放 “孝心手
环” 之举， 无疑是化解老年人出行
安全的一个好办法。 有了 “孝心手
环”， 一旦老年人走失， 路人能很容
易通过 “孝心手环” 上的详细信息，
第一时间联系到其家人， 避免老年
人在外走失 “失联” 现象的发生。

当然， 除了发放免费的 “孝心
手环” 之外， 作为子女， 也要给予
老人更多的 “贴心照料”。 对于患
有阿尔茨海默病的这类老人， 各地
村两委、 城镇社区也可以发挥积极
作用， 不妨设立一个老人看护中
心， 把这类老人集中看护， 既解决
老人子女照料和看护上的不便， 又
能确保老人不会轻易走失。

浙江 廖卫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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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周末， 我都要去图书馆走
一走， 在阅览室坐一坐， 读读报，
看看书， 好像只有这样， 一周才算
有所收获。

图书馆里人很多， 男男女女，
老老少少， 有的看书， 有的习字，
有的做作业， 他们都沉浸在无声的
世界里， 静享这一方宁静。 图书馆
里的老人不少， 他们有的骑着自行
车来， 有的是散着步来， 他们不喜
欢在牌场打牌 ， 也不爱在家看电
视， 就喜欢与书本为伍。 因为去得
多了， 我认识了两位喜爱阅读的老
人———“李主任” 和 “张老师”。

李主任大约 70 岁， 带着黑框
眼镜， 喜欢随身携带一个杯子。 每
次坐下前， 总要去饮水机前， 将杯
子灌满。 坐下来后， 将杯子放在桌
子的右上角， 不盖盖子， 不多久，
一股普洱茶的浓香便溢出来， 让整
个阅览室都香气扑鼻， 使人不由得
吸吸鼻子， 只要闻到那股香味， 我
们就知道李主任来了。

李主任最喜欢看的报纸是 《法
制文萃报》 《法制日报》 和 《人民
日报》， 每次都是先看完这 3 份报
纸再看其它报。 听人说， 李主任原
先是警局干部 ， 对办案特别有经

验 ， 退 下 来 的 李 主
任， 还义务破获了好
几个疑难的案件。 李
主任不常与人说话 ，
每次都是安安静静自
己看报， 要不是他每
天都带个杯子泡着茶，
我也不会注意到他。

张 老 师 则 是 60
岁左右， 戴一副金丝
眼镜， 一看就知道是
个博学的老人， 他气宇轩
昂， 喜欢穿西装， 偶尔系
一条鲜红的领带 ， 爱动 ， 嗓门很
大， 也很幽默。 他喜欢看杂志多一
些， 每次都找 《晚晴》 《老同志之
友 》 《老年人 》 之类的老年杂志
看， 遇到优美的句、 段， 都一字一
句地摘抄下来， 他得意地告诉我，
一年之内， 他摘抄的读书笔记就有
满满 3 大本。

与张老师交谈之间， 得知我业
余时间喜欢写些小稿， 在刊物上发
表过一些作品， 张老师对我好奇起
来， 要拜我为师。 其实， 张老师的
文字极好， 我无从指点， 只教他怎
样投稿。 不多久， 张老师的文字发
在我们本地的报纸上， 他高兴得像

个孩子， 给当时在阅览室的每个人
都发了一支棒棒糖， 那一天是我们
阅览室最快乐的日子。 分享张老师
快乐的同时， 我也看到一个老人的
谦虚、 好学、 上进， 让我预想到我
将来的老年生活， 也会因为文字而
变得如此美好。

图书馆里的老人们， 是一道靓
丽的风景线， 他们是一群快乐、 积
极、 幸福的老人。 因为有书相伴，
晚年生活是如此的活色生香； 因为
有书相伴， 每一个朴素的日子都是
良辰。 这样的生活， 真是温暖而美
好， 惬意而幸福！

湖南 刘希

图书馆里的

老爸今年 80 岁了。 早年他患
上严重的矽肺病， 28 岁被鉴定为
二等乙级残废军人， 42 岁从工作
一线退休， 45 岁复查时主治医生
都惊叹他仍然能够存活。 老爸至
今仍然健康快乐地生活， 并用丰
富多彩的晚年生活教育我们全家，
如何快乐养生、 创造幸福。

每天早上 7 点半， 老爸老妈
便雷打不动地出门去舞厅练舞 。
伴着优美的舞曲， 迈着轻快的舞
步， 一天的快乐模式开启。 看着
爸妈娴熟的舞步， 让人难以想象
学舞之初 ， 老爸基本属于 “乐
盲”， 连基本的节奏鼓点都听不出
来， 常常踩痛老妈的脚。 但老爸
觉得退休了， 夫妻最好有个共同
爱好， 这样既能共同锻炼， 又有
共同语言 。 于是 ， 他下定决心 ，
苦心练习， 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
几年后， 两人的双人舞竟然获得
了市里老干部舞蹈比赛的第一名。
现在他俩每天跟舞友们见面交流，
锻炼身体， 在丰富了晚年生活的
同时， 生活作息也变得更规律。

每天晚饭后， 在街心花园的
广场上， 总能看到一位用自制大
笔在地上挥洒自如地写着大字的
老人， 这位老人就是老爸。 围观
的人群中， 很多人都会被他手中
的大笔吸引———这是一支长约 1
米 ， 占满水后 ， 重达 7~8 斤的
“水毛笔”。 常有好奇的人想亲自
体验一把， 但很少有人能单手用

好这支大笔。 这时， 老爸总会笑
着说： “这只健身笔， 要坚持练
才能写， 我都写了 20 多年了， 每
次写完字都是一身汗”。 很多熟人
都知道老爸爱好书法， 所以有时
会请他帮忙写字， 比如小孩要参
加考试了， 就会请老爸为他们写
一副 “金榜题名、 马到成功” 的
字； 也有熟人会指名要老爸写古
诗名句， 写完后， 老爸还会和大
家一起开心地交流。

在广场上练字时， 时不时会
有人来跟老爸打招呼 ： “教练 ，
你来啦？”， 为什么这些人都叫他
“教练” 呢？ 原来， 老爸老妈每周
都会去游泳， 而老爸是那里出了
名的义务教练。 年轻时， 老爸曾
在部队训练过新兵游泳。 退休后，
他先是教会了老妈游泳 。 后来 ，
在常去游泳的地方， 他热心地做
起了公益教练。 十几年下来， 跟
老爸学会游泳的人， 差不多有近
千人， 所以现在走到哪里， 都有
人热情地跟这位教练打招呼。 每
次被 “学员” 打招呼之后， 他都
笑得特别开心。

退休多年来， 老爸总说， 老
有所学、 老有所乐， 才能老有所
依。 现在时代这么好， 我们不能
虚度时光， 幸福是努力争取来的，
快乐学习、 努力锻炼、 无私奉献，
保持一个好身体， 减轻儿女的负
担， 才是真正的幸福。

上海 于向军

最近， 家里常有快递小哥上
门送快递 。 我以为是妻子网购
的， 妻子以为是我下的单。 看快
递单， 地址是我家的， 名字和电
话号码都没错。

过了一段时间后， 母亲在老
家跟我们视频， 问我们收到她网
购的物品没， 我们才明白那些东
西都是母亲网购的。 自从去年母
亲学会使用智能手机后， 就玩得
爱不释手。 去年 “双十一” 我们
为母亲网购了几件衣服， 还有她
喜欢的绣品， 母亲高兴得像个孩
子。 当知道我们是用手机网购
时， 母亲表现出了特别浓厚的兴
趣， 她跟邻居们学会了网购， 还
专门打电话问我们的详细住址。

“怎么样， 我买的东西实用
吗？” 跟母亲视频时， 母亲打开
了话匣子 ， “网络这东西真好
用 ， 想买什么都可以 ， 物美价
廉， 我那帮老姐们天天缠着我帮
她们买衣服呢。” 看着母亲高兴
的样子， 我和妻子相视一笑， 决
定放假了回老家看看。

刚到家我就迫不及待地拿起
母亲的手机， 看到在她的购物车
里还有几十个等待下单的东西，
着实把我吓了一跳。 我边看手机
边说母亲， 不要乱买没有用的东
西。 “我不会乱买的， 都是你们
用得着的， 看见合适的就放进购
物车了。” 母亲小声嘀咕着。 我
点开购物车， 有儿童滑板、 菊花
茶、 活性炭， 还有枕头之类的。
当我逐条翻看时 ， 母亲耐心解
释： “这个给宝宝玩， 你容易上
火给你买菊花茶， 你们房子刚装
修买活性炭去甲醛……” 翻到最
后， 也没有看到母亲给自己的物
品。 母亲就是这样， 心里永远只
有我们。 再想到母亲给我们买的
那些用品， 真的感觉很温暖。

母亲说： “快到 ‘双十一’
了， 我又可以去买买买了。” 我劝
母亲， 不用给我们买那么多东西。
母亲说道： “我的钱够用了， 东
西给你们买了， 你们要是不用，
我心里会难受的。” 听着母亲的
话， 我的眼睛一下子湿润了。

湖北 赵自力

母亲的“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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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善为乐宽心肠，
少欲多练动为纲，
少酒不烟多饮茶，
低盐少肉素经常，
蒜醋常陪多食杂，
多果多菜少用糖，
切忌暴饮和暴食，
饭后稍卧宜健康，
少车多步多欢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