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丧偶老人一般会经历 3 个阶段。 第一阶
段是自责： 与老伴洒泪告别后， 总觉得对不起
逝者， 于是精神恍惚， 吃不下饭， 睡不好觉。
第二阶段为怀念： 在剧烈的情感波涛稍稍平息
后， 生者会进入一个深沉的回忆和思念阶段，
在头脑中经常出现老伴的身影， 时而感到失去
他 （她） 之后， 自己是多么地凄凉和孤寂。 最
后一个阶段则是恢复： 在亲朋好友的关怀和帮
助下， 生者终于领悟了 “生老病死乃无法抗拒
的自然规律”。 最终， 理智战胜了感情， 身心
渐渐恢复常态， 开始全新的生活。

丧偶老人若要顺利走过这 3 个阶段， 消除
心灵上的悲痛阴影， 在老伴过世后， 应及时进
行正确的心理调适：

1.�尽情宣泄 欲使自己尽快从悲痛的氛围
中解脱出来， 不妨通过各种方式尽情地宣泄一
番， 如在亲人挚友面前嚎啕大哭一场， 也可将
自己的眷恋怀念之情， 用诗文、 书信或日记等
形式写出来。

2.�转移注意力 无休止的悲哀必然造成人
为的精神消耗。 所以， 过一段时间后， 老人要
设法转移自己的注意力， 可以到亲朋处小住一
段时间， 更重要的是走出斗室， 多接触外面的
世界， 多参加有益的文体活动。 开阔了生活视
野， 精神上的痛苦也会随之淡化和消失。

3.�乐观生活 生者对老伴最好的寄托和思
念， 应该是悟透人生的哲理， 迎着火红的夕
阳， 坚强、 乐观地生活下去。

江苏 王同翠

如何走出丧偶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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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生之道

父亲已经 70 多岁了， 身材较胖。
体检时， 有多项指标箭头朝上。 他
的家族里还有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所以， 我们常提醒父亲， 平时要管
住嘴， 多动腿， 哪儿不舒服要及时
讲出来。 每次， 父亲都骂我们 “胡
说！” 但是， 再排斥也抗拒不了衰老
的进程， 健忘几乎每天都会发生 。
比如， 他会将电水壶的插头插在旁
边的电磁炉上， 煮饭忘了关锅盖 ，
水烧开了忘记冲……说起来都是生
活琐事， 但我们做子女的看到后还
是觉得心里不是滋味。 尤其是母亲
离世后， 父亲更是倍感寂寞。

一天中午回家， 我看到父亲戴着
老花镜正拨拉着算盘珠， 口中还念念
有词： “三下五去二， 四下五去一。”
“爸， 你在做什么？ 怎么把老古董给
拿出来了？” 爸爸笑道： “听后楼老
李说， 打算盘能健脑益智呢。”

“是不是真的呀？” 我立马拿出
手机搜索了一番， 一查才发现， 原来
打算盘健身早已不稀奇。 有报道称，
打算盘能同时启动手嘴脑的功能 ，
通过活动手指， 进而锻炼脑部， 保
证脑细胞的活跃度， 保持思维敏捷。

看着父亲手中那把已搁置了几十
年的木质算盘， 我心想， 如果真能让
父亲延缓衰老， 那也算是废物变成宝
了。 父亲一边打着算盘， 一边对我说：
“我们小时候那会儿还没有计算器，
私塾先生教的珠算倒是记得清， 后来
上班也用了许多年， 你想办法给我找
点题， 我来验算验算。” “行！ 这没

问题， 我去买本珠算书， 够你用的。”
从此， 家里经常有 “噼里啪啦”

拨算盘的声音， 而且速度越来越快，
想必是父亲的 “手艺” 越来越娴熟
了。 他笑着说： “不知道是不是心理
作用， 感觉手指关节灵活多了。”

就这样过了些时日， 父亲有一
天突然对全家郑重宣布， 为同时加
强左右脑的锻炼， 他要开始练习用
左手打算盘。 而且， 他还提醒我们
说： “别整天没事捧着个手机， 有
空也来练练手， 说不定老年痴呆会
隔代遗传呢。” 听了父亲的话觉得有
些道理， 我自己也是人到中年， 养
生保健早应提上日程。 于是， 既为
陪伴父亲， 也为锻炼自己， 我也买
了把木算盘 。 每每有空 ， 我右手 ，
父亲左手， 俩人各坐一方笨拙地拨
拉着算盘珠子。 “一上一， 二上二
……” 父亲看着我的认真劲儿， 得

意地说： “这也算传帮带吧。”
想不到， 这一拨拉就是 2 年多。

在这 2 年中， 我是断断续续地练， 可
即便这样， 以前常有的小臂麻木症状
也消失了 。 而父亲则是面色红润 ，
神清气爽， 就连来家里的亲戚们都
说父亲这几年精气神特别足。

在练习打珠算的期间， 父亲还
结交了一些 “同道之人”， 没事大家
就到老年大学， 一人抱一把算盘拨拉
着珠子。 老年大学举行才艺比赛， 父
亲报了珠算小组。 虽然， 最后只得了
个 “优秀奖”， 但他回来不服输的劲
头让我们很是欣喜———小小的算盘
珠子不但改善了父亲的健康状况 ，
还唤醒了他沉睡已久的激情。

是啊！ 锻炼何必等到暮年， 我也
要持之以恒地练习， 我也要学着用左
手打算盘， 择日还要和老爸 PK一下。

安徽 周芳

我是一名退休教师， 现已
80 多岁。 身体好， 心情愉快，
喜欢劳动 。 不少人说我看起
来才 60 多岁。 要问我如何保
持健康 ， 一句话 ： 靠自己 。
据世界卫生组织调查统计 ，
人的寿命 15%取决于遗传 ，
10%取决于社会因素， 8%取决
于医疗条件， 7%取决于气候
环境， 60%取决于自己。

人怎样才能健康长寿呢？
根据上述因素， 结合我的具体
情况， 谈谈我的看法。 关于遗
传， 我父母都是 80 多岁， 身
体健康。 关于社会因素， 国泰
民安， 退休人员享有退休金，
丰衣足食。 关于医疗条件， 我
儿子、 儿媳、 孙儿都是医务人
员， 治病很方便。 至于气候环
境， 我居住的山村， 四周群山
环绕， 林木茂盛， 气候宜人。
这些因素， 对我的身体健康创
造了有利条件。

但人的寿命、 健康 60%取
决于自己 ， 这是最关键的 。
关于 “靠自己 ” 的部分 ， 我
是怎么做的呢 ？ 第一 ， 坚持
劳动锻炼 。 我当过农民种过
田 ， 参加过马拉松赛跑 。 运
动是健康长寿之本 ， 能预防
疾病 ， 磨炼意志 。 第二 ， 重
保养 。 少食多餐 ， 少盐少油
少糖 ， 多蔬菜水果 ， 戒烟限
酒 ， 爱清洁讲卫生 。 经常按
摩人体保健要穴， 疏通经络，
促进血液循环 。 第三 ， 外出
旅游 。 游览名胜古迹 ， 扩大
眼界， 先后到过上海、 北京、
桂林、 广州等地。 心态平和，
广交朋友 ， 知足常乐 ， 顺其
自然。 “勤劳、 锻炼、 保养、
乐观 ” 这八个字促进了我的
身体健康。

湖南 伍争科

几度清明祭酒盈
数忆老父戎马行
墓前常存哀思意
耳侧如闻号角声
不见故园存笑貌
但祈天国享温甍
上苍想必同悲切
几点杨花夜落轻

（北京 松林 65岁）

高龄老人出行不方便 ，
但有时候要去医院检查、 治
疗等却不可避免。 近日， 据
《西安晚报》 报道， 西安市的
“关爱老人乘车计划” 征集自
愿加入 行动的 驾 驶 员 成 立
“爱心车厢” 团队， 为 80 岁
以上单独乘车的老人提供免
费乘车服务。 此外， 对一些
腿脚不便、 上下楼比较困难
的老人， “爱心车厢” 团队
推出了和老人 “结对子” 服
务， 为老年人提供个性化专
车服务。

老年人， 特别是腿脚不
便的高龄老人， 出行非常不
便。 点对点的出租车是这部
分高龄老人外出的 “刚需”。
但有些出租车司机嫌这些老
人动作迟缓， 容易在途中发
生各种状况而拒载。 这些老
人也不会使用网约车和电话
叫车， 往往在寒风酷暑下很
长时间都打不到车 。 由此 ，
一些高龄老人不愿意出门 ，
生活变得更加寂寞。 还有一
些老人有病不方便外出， 不

想去看， 慢慢拖成了大病。
据了解 ， 西安出租车司

机和老人 “结对子 ” 服务 ，
只需 “结对子” 老人用车时
提前给驾驶员打电话约好时
间和地点， 驾驶员便会按时
到达， 上门接送， 并按打表
收取车费 。 这项暖心服务 ，
无疑给这些高龄老人的生活
带来了 便 利 。 首 先 ， 有 了
“专职司机” 后， 老人的出行
就有了根本保障。 其次， 比
起偶尔一次接触的陌生司机，
“专职司机” 对老人的生活情
况会有更多的了解， 有利于
更好地服务老人。

出租车司机与老人结对
子， 体现了司机全心全意为客
户做好服务的职业精神， 也
为全社会营造了敬老爱老的
良好社会风气。 对这些老人
的 “专职司机”， 我们要为其
点赞。 期待社会其他服务行
业， 也能为更好地服务老人
出点子、 想办法， 从而全方
位地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上海 邓为民

拨拉算盘 健康

为出租车司机与老人“结对子”点赞

清明
忆父

■有话要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