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辞旧迎新， 互道祝福。 在以往
的祝福语中， “恭喜发财” 已成为
人们拜年的一种习惯。 然而， 随着
生活水平的提高， 加上一句 “恭喜
健康” 或许是人们更加需要的！

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 它是
构筑我们生活的基石 。 没有健康 ，
再豪华的房子只不过是钢筋水泥 ；
再漂亮的跑车也不过是废铜烂铁 ；
再丰厚的存款 ， 不过是零的堆砌 。
健康的身体是不可能用物质换取 ，
也不可能用金钱买到的。 一位西方
哲人说过： “人的财富第一是健康，
第二才是财富。” 真正无价的财富，
是身体健康。

一个人无论多有权势、 地位和
名气， 只有当他们能保持平和的心
态， 拥有健康的身体时， 才会感到
真正的快乐。 如今， 我们常能看到
一些年轻人早衰早亡、 过劳猝死的
新闻 ， 原因是现代人的一些生活 、
工作方式是以消耗健康为代价的 ；
或纵情犬马声色， 沉溺灯红酒绿而
透支生命； 或为挣钱无奈违背生活
规律， 使身体处于超负荷状态而疾
病丛生……

殊不知， 健康才是人生最大的
快乐， 才是人生的基石。 新的一年
里， 请多道一声 “恭喜健康”， 但愿
“恭喜健康” 胜过 “恭喜发财”。

上海 郁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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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董少广 6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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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腊月， 就开始盘算
心中的日历， 家就是年

有钱没钱， 回家过年
春运的人流， 山挡不住， 水留不住
因为远方爸在等你， 妈在盼你
还有那望眼欲穿留守的孩子

家不是一个地方， 家是亲人
再远的家， 也是一种不变的方向
洗涤一年的风尘， 慰劳一年的辛苦
团圆的滋味， 幸福就是一碗饺子

最温暖的两个字， 就是 “回家”
有年味的日子， 才有希望和寄托

我和老伴都是 1930 年出生，
新春来临， 我俩又将携手迈进 90
岁高龄的门槛。 回顾人生道路上
的点点滴滴， 我爱过， 恨过， 苦
过， 累过， 得过， 失过， 拼搏过，
享受过……静下心来仔细想想 ，
几十年的风风雨雨， 其中的酸甜
苦辣让人回味无穷。 至今， 我和
老伴仍能生活自理 ， 耳聪目明 ，
两人都能看书读报； 能吃能睡能
走， 能进能出； 满口牙齿， 能啃
骨头； 生活无忧， 儿孙都有所成。
笑看世界， 乐对人生。 我们由衷
地感恩生命的回馈， 感恩生活在
美好的时代。

过去的几十年来， 我俩都先
后闯过了疾病 “六大关口”。 老伴
3 次开刀、 3 次中风。 其中 2006
年， 老伴因脑血管瘤引起了珠网
膜下腔出血。 当时医生说： “她
脑内有两颗定时炸弹， 随时可发，
最多活 5 年。” 回长沙后， 经过中
西医治疗调理到完全恢复， 至今
已过了 13 年， 未再发作过。

我本人也先后闯过了疾病
“六大关口”。 2010 年结肠癌做了
大手术； 2012 年心跳过缓， 安装
了起搏器； 2013 年与败血症抗争
8 个月， 并战胜此顽症； 2014 年
至 2017 年期间， 患了湿疹、 皮肤
病 。 另外 ， 我已患糖尿病 35 年
了， 平时都是自己打针。

这 “六大关口” 都是生死攸
关， 每道关口都面临瘫痪和生死
的考验。 但我俩依然挺过来了 ，
而且活得好好的， 如今身体还算
健康。 这要特别感谢国家的医疗
保障、 医生的专业技术、 家人和
亲友的关爱帮助。 在与疾病抗争
的过程中， 我俩有这样几点体会
和领悟， 与大家分享：

心态乐观向上
心态好是核心， 坚持是关键。

无论顺境、 逆境都要保持乐观向
上。 我和老伴从小的性格特点就
是乐观向上， 不怕困难， 不怕吃
苦。 正确对待人和事， 把坏事变
成好事， 从正面去领会其积极的
一面。 坚持走自己靠自己的人生
道路。 同时， 也学习懂得了一些
老年养生、 按摩、 疾病治疗等方
面的科普知识 ， 决不能做科盲 、
病盲。

饮食荤素搭配
不同年龄段， 饮食结构也不

同。 如中年阶段， 荤素各半。 老
年阶段 ， 以素为主 ， 以荤为辅 。
老年人饮食要少吃多餐， 要多样
化和变换， 注重营养平衡。 我俩
从不吃补品和保健品。

动静结合
生命离不开运动， 动与静要

科学结合。 至于动和静的具体内
容， 要因人 、 因时 、 因地而异 ，
不能生搬硬套。 适合个人的情况
就好。 每年我和老伴还订了 6 种
报刊， 其中有 《大众卫生报》 和
《益寿文摘》 两种保健报刊， 获
益多多。 我和老伴都是主动申请
退下来的， 退休后不做任何兼职，

花 5 年时间写了 《前浪 》 一书 。
我俩还先后去了国内外多地旅游，
去三亚避寒， 去浏阳大围山避暑。

生活严守规律
生活中， 我不抽烟不喝酒、 不

参与赌博活动、 不贪不贿， 因而心
态很平和。 我家被长沙市北区评为
“五好家庭”。 我和老伴长期坚持每
天自我按摩、 早晚散步； 春秋冬季
睡前泡脚； 坚持早晚刷牙， 饭后
漱口， 按时吃药打针， 三餐有规
律， 睡眠有保障。 我每晚都坚持
洗下身， 这一习惯已持续 44 年。
我俩都养成了几十年如一的良好
生活习惯。

疾病预防为主
每年我俩都会制定老年养生

计划， 已坚持了十年。 每年坚持体
检一次， 发现问题， 及时复查， 做
到有病早发现、 早治疗。 坚持中西
结合， 重病、 疑难病以西医为主，
恢复性和慢性病调理以中医为主。
我和老伴认为， 人要长寿， 更要
健康长寿 ！ 争取做到生活自理 ，
无疾而终。 快快乐乐过好每一天，
就是我俩最好的养生秘诀。

湖南 易知难

去年 11 月是孙女靓妹的 5 岁
生日， 全家给她过生日时， 靓妹
好奇地问： “奶奶、 爷爷什么时
候生日呀？” “我的生日过了， 你
爷爷的生日是下个月 28 号。” 我
接上话茬。

等到老伴生日那天， 小孙女
一大早就甜甜地说： “爷爷， 生
日快乐！” “谢谢， 我的乖孙女！”
老伴高兴得合不拢嘴。

吃完早餐， 孙女便连忙准备
纸张、 双面胶、 剪刀， 准备制作
送给爷爷的生日礼物 。 我问她 ：
“你做什么手工送爷爷呀？” “我
要做一个灯笼， 因为灯笼吉祥喜
庆。” “你会做灯笼吗？” “会呀，
幼儿园老师教过的。” “奶奶和你
一起做， 行吗？” “好的。” 于是，
我和孙女一起做起了老伴的生日

礼物。
我们先把一张红色卡纸的四

边各留 2 厘米， 然后用直尺和铅
笔按等分划好 20 余条平行线， 再
用裁纸刀划开。 接着， 将划好平
行线的卡纸卷成圆筒状， 两端用
双面胶粘贴住， 灯笼就大概成型

了。 然后， 我们还用金黄色的纸
给灯笼镶了一道金边， 再用几根
细红线做灯笼的穗， 一个漂亮的
红灯笼就完成了。

“哇， 终于成功了！” 孙女提
着灯笼在屋子里走来走去， 满脸
欢喜。 “爷爷， 这是送您的生日
礼物。 祝您健康长寿！” 老伴接过
灯笼笑得好开心， 他将孙女抱起
来道： “谢谢靓妹！”

当天午餐过后 ， 我们全家
还一起给老伴举行了一个小型
生日会 ， 吃了生日蛋糕 ， 让小
孙女唱了生日歌 ， 老伴许了愿 、
吹了蜡烛……老伴事后跟我说 ：
“往日没办过生日会 ， 这次生日
因为有了小孙女的祝福 ， 特别
开心， 也觉得特别有意义。”

广西 朱德珍

回家过年

我和老伴携手奔九十

送爷爷生日礼物

■有话要说

春节，
道声“恭喜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