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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孙乐

我问小孙子 ： “尧尧 ，
你长大了孝不孝顺爷爷呀？”

小孙子说： “孝!”
我 说 ： “你 怎 么 个 孝

法？”
小孙子说： “我天天让

你哈哈大笑。”
新疆 汪小弟

孝顺

小时候， 父母都在县城上班，
平日根本顾不上家。 记忆里， 每年
入夏， 总是奶奶踮着小脚， 忙进忙
出。 她在为全家人安然度夏作精心
的准备。

奶奶的生活观是， 春秋易过，
冬夏难捱。 在夏季把一家人 “养”
好了， 酷暑时节， 悠然自得， 她这
个 “老管家” 的成就感和幸福感油
然而生。

随着气温渐高， 奶奶备夏的工
作节奏加快了。 她叫姐姐扶梯子，
我们哥儿俩帮忙传递， 把搁在阁楼
上的竹凉席拿下来。 竹席是上好的
老竹皮编织的， 透气、 凉爽， 边缘
处被奶奶缝缀上好看耐磨的荷叶
边。 竹席用温水清洗后， 暴晒以除
菌防霉， 彻底 “冷却” 后， 再铺到
床上。 有的竹席用得太久， 断了
篾， 奶奶便把旧席子留作自用。 她
唯独对自己马虎些。

初夏， 每个人的房间都被奶奶
精心布置过： 床上铺着舒适凉爽的
竹席、 透气柔和的枕头草垫， 挂着
洁白轻盈的尼龙蚊帐， 屋里还摆放
着淡雅清香的花草。 我们仿佛置身
于充满爱意的清凉世界里。

整个夏季， 奶奶根本没闲着。
每天清晨， 就数她起得最早。 太
阳还未露脸， 但处处弥漫着逼人
的暑气。 奶奶先把各房清扫一遍，
再在小院里洒上水， 顿时升腾起
阵阵凉意。 她煮好红豆稀饭， 蒸
好包子和馒头， 备好一溜儿开胃
小菜， 又跟隔壁的阿婆相邀， 提
着竹篮， 去赶头趟早市。 回来时，
奶奶的篮子里装满了新鲜的苦瓜、
嫩南瓜、 鲫鱼等食材， 有时也会
带回蚊香、 爽身粉 、 檀香扇甚至
小玩具， 我们几个孩子都围着奶
奶转。

临近傍晚， 估计父母亲快下班

归家时， 奶奶再次出门， 带回个大
西瓜， 放在清冽的井水里冰镇。 酷
暑时节， 日日不辍， 事无巨细。 已
年近七旬的奶奶， 该得用怎样的一
种关爱家人的意念在作精神上的支
撑啊！

奶奶的夏天， 是一碗浓郁爽口
的绿豆汤， 是一片冰爽甘甜的西
瓜， 是一缕缕弥漫的蚊香味， 是一
张舒适宜人的凉竹席， 是一声催促
去冲凉解乏的念叨。 有了她老人家
于微细处的呵护和关照， 我们儿时
的夏日过得快乐、 温馨， 时常在心
里涌出对奶奶不尽的感念。

湖北 刘兵

奶奶的
■退休生活秀

端午节前后 ， 我们最爱享用
的就是母亲亲手包的香甜软糯的
粽子。 她总是精心选好碧绿的粽
叶， 整齐地码在清水里， 再将糯
米、 红枣等食材早早备好。 可没
想到的是， 这回， 母亲却要教父
亲包粽子。

父亲粗糙的大手拿惯了锄头，
从没下过厨， 可母亲不作理会， 不
容商量地说： “今天我必须教你怎
么包粽子， 不学不行。” 父亲为难
道： “可我真不会呀， 家里有人会
包， 我就不凑这份热闹了。” 母亲
不管， 继续说： “你学会了， 以后
大家就能吃上你包的粽子， 那不是
好事吗？” 说着将父亲按在凳子上。

母亲耐心地做着示范： “先梳
理一下粽叶， 大点的就用三片， 小
点的就用五片。” 她用灵巧的手指
夹住粽叶， 把尾端绕过去， 三下两
下， 一只粽子就包好了。 父亲看得
两眼发直， 喃喃自语： “这跟变戏
法似的， 咋学得会呀！” 站起身就
想走， 却被母亲眼疾手快地一把拉
住。 父亲不满了： “有多少大男人
会包粽子呀， 你就别为难我了， 我
还想去田里看看呢。” 可母亲这回
却是很倔强。

没办法， 父亲叹了口气， 坐下
学着母亲的样子开始摆弄起来， 可
握在掌心里的粽叶要么对不齐， 要
么拿反了。 这次母亲却出奇地耐
心， 不厌其烦地一遍遍教。 父亲笨
拙地学着， 不禁有点奇怪， 问道：
“往年不都是你包的吗？ 怎么这次
铁了心让我学了？” 过了半晌， 母
亲才一脸忧虑地说： “昨晚上娘家
发了个信息， 说妈妈住院要动手
术， 叫我回去陪护。 我一走， 最少
要一个星期才能回来。 如果提前就
包好， 一家人就吃不上新鲜的粽
子。 所以， 我今天想教教你， 学会
了， 大家可以吃到新鲜的粽子呀。”
父亲听了， 像是突然下了决心似
的： “好， 你放心， 我一定学会，
不会让你失望的。”

这是我生平看到的最温馨的画
面： 母亲耐心地手把手地教着父亲
怎么包粽子， 父亲虽然笨手笨脚
的， 但仍在认真地反复练习， 稍有
不对， 母亲就细心地给他纠正……
母亲脸上带着微微的笑意， 今年的
粽子一定比往常更加美味。

上海 张志松

父亲学包粽子

近日， 笔者与一位年近七旬
的老者谈及退休生活时， 老人乐
呵呵地说， 工作上虽已赋闲， 但
生活上千万不可 “退休”， 要学会
多交朋友， 从中找到更多的乐趣，
才能过得开心、 惬意。

离开多年工作的岗位， 不少
人退休后一时难以适应， 就开始
孤立自我。 整日 “宅” 在家里不
说， 甚至 “闭门谢客”， 不再和原
先的朋友联系了。 但缺少了与朋
友间的沟通和交流， 一些老人的
笑容不见了， 性格也慢慢变得孤
僻。 时间一久， 气色、 精神等也
大不如前。

其实， 退休以后， 更应保持
原先的生活热情， 除维系老友情
外， 还可多结交一些新朋友， 平
时有空聚一聚， 聊聊天。 天气好
时 ， 邀几个朋友一同外出散心 ，
走一走 ， 看一看 ， 既陶冶情操 ，
又放松心情， 这无疑是有益于身
心健康的。

老年人交朋友， 可以是老年朋
友， 也可以是年轻人。 平时要走出
家门， 走进朋友 “圈” 中， 通过聊
天、 聚会、 打牌、 打球、 下棋、 看
报等方式， 寻找乐趣， 愉悦身心，
从而达到修身养性 ， 颐养天年 ，
安享晚年的目的。 如此， 老年生
活才会更加多姿多彩。

浙江 廖卫芳

我的毛笔字写得平平常常，
但这丝毫不影响这些年来我对
练字的热情。 退休之后， 我坚
持每天早晨挥毫一小时。 闲情
逸致中 ， 我渐渐悟出了一个
“天机”： 练字亦健身！

书法， 是一门高尚的艺术。
练书法不仅可以改善气质、 陶
冶性情 ， 还有助于延年益寿 。
北宋文学家、 政治家欧阳修主
张 “学书为乐”、 “学书消日”。
他单日学草书 ， 双日学楷书 ，
以习字来充实生活。 其 《集古
录》 中有言： “秋暑郁然， 览
之可以忘倦。” 他将欣赏书法作
品作为消暑祛疲的良方。 大诗
人陆游亦喜爱书法， 在鉴赏林
和靖作品时说： “方病不药而
愈； 方饥不食而饱。” 将书法比
作良药和粮食， 足以证明其对
人身心健康之功用。 古今众多
书法家都很长寿。 例如明代文
徵明享年 90 岁， 董其昌活到 82
岁。 现代书法界名人如齐白石、
黄宾虹、 何香凝、 章士钊均活
至 90 岁以上。

这些年来， 喜欢挥毫的我
自然也有亲身体会： 首先， 可
以从书法艺术中吸取精神食粮，
以此来陶冶性情， 排遣心中烦
闷； 其次， 挥毫练字时必须集
中精力， 全神贯注， 心正气和，

荣辱皆忘。 调动全身的气和力，
灵活自如地锻炼手、 腕、 肘等
部位； 其三， 气和力通过 “举
轻若重 ” 的笔端 ， 被 “输送 ”
到字里行间的点、 横、 竖、 撇、
捺等布局之中， 即所谓的 “以
通身之气之力而用之 ”。 如此
这般， 与太极功夫有着异曲同
工之妙， 即自然而然地通融全
身的血气， 使身体的各部分机
能得以柔和地调整， 令大脑和
手臂、 腰部的肌肉得到活动和
锻炼。

正因为持之以恒、 有的放
矢地挥毫练字， 近些年来我从
未跨进过医院的大门， 头脑清
楚， 精神百倍， 从头到脚都还
灵活 ， 这怎不令我欣喜万分 ：
练字健身， 益在其中！

上海 杨建明

练 字 亦 健 身
■养生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