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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 笔者所住小区的一位
退休教师， 他的两个儿子专门到
邮局为其征订了七八份报刊 。
这位退休教师相告 ， 两个儿子
每年都要为他征订好几份报刊、
杂志， 使自己的晚年生活十分
充实， 过得有滋有味 。 笔者听
了这位退休教师的话 ， 不禁为
这种 “订报敬老尽孝 ” 的做法
拍手叫好。

尊敬长辈、 孝敬老人是我们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然而， 在
现实生活中， 有相当一部分做晚
辈的人却不明白敬老尊老的真正
含义。 他们总以为老人不愁吃不
愁穿就行了。 殊不知， 这是远远
不够的。 对大部分整天赋闲在家
的老人而言， 他们不仅需要晚辈
平时在物质上的一些照顾， 更需
要得到精神生活上的关怀 。 报
纸、 杂志作为一种精神文化消
费， 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精
神食粮， 对老年人也是这样。 在
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 老年
人可以通过阅读报纸、 杂志了解
更多的新讯息， 认识到社会的新
状态， 了解生活的新信息， 这能
帮助老年人与时俱进， 不与高速
发展的社会脱节。

笔者以为， 晚辈在对老年人
给予物质生活悉心照料的同时，
也可以为他们的精神生活多作考
虑， 而订阅报刊杂志 ， 购买书
籍， 不失为一种好办法。

浙江 叶金福

过完春节， 回家团聚的儿女
们又要踏上征程， 开始忙碌新一
年的工作了。 这个时间段对老年
人来讲， 是最容易伤感的。 因为
儿女都走了， 春节期间喜悦、 愉
快的气氛陡然消失， 没有了儿女
们的欢声笑语， 没有了孙辈们的
吵闹声， 一切又都恢复平静， 这
前后巨大的反差， 容易使一部分
老人产生严重的失落感， 甚至导
致抑郁症的发生。 所以， 儿女在
临行前， 最好能提前做一些铺垫，
给老人的心灵留一个缓冲的余地，
防范 “春节后遗症” 的发生。

一是提前两天就要做好父母
的思想工作， 安慰一下他们的心
理。 告诉他们自己即将回去工作
了， 外地的小家一切均好， 请老
人不要挂念。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
还可以请老人到自己的小家住上
两天， 有了这些作 “前奏”， 老人

的心理反差就不会那么大了。
二是安顿好家里的事。 特别是

要帮助老人解决好家里的实际困
难， 以免自己外出工作时， 老人求
助无门。 同时， 为了分散老人的思
念之情， 还可以给他们找点 “事”
做： 比如买个宠物、 花草请父母
“帮” 养； 向父母推荐一两本好书
或电视剧， 甚至可以介绍父母加入
当地的老年活动组织。

再者， 就是在刚离开的那几
个月， 要适当地增加与父母通话
的频率。

如今年轻人的生活节奏加快，
忙工作、 忙生活、 忙孩子……这
些无疑都为子女们 “常回家看看”
带来阻力 。 但是子女也要明白 ，
百善孝为先， 关心关爱父母不应
只在年内， 平日也应多给父母以
关注， 多给长者 “精神按摩”。

南京 梁正

做好铺垫
帮父母防范“春节后遗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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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退休后， 在一位摄影老友
的影响下， 买了一台单反相机， 自
此后便是早出晚归。 打他电话， 不
是在上摄影课， 就是在拍外景， 母
亲对此有些意见， 常跟我抱怨父
亲， 说他越来越不着调了。

但看到父亲每天忙得不亦乐
乎 ， 像个年轻人一样活得生龙活
虎， 我觉得挺好的。 可后来母亲反
复跟我唠叨， 说摄影很费钱， 这两
年的养老钱， 全被父亲花在器材上
了。 再这样下去， 日子没法过了。
我这才觉得， 有必要跟父亲好好沟
通一下。

自从父亲学习摄影后， 他常常
把一些风景照洗出来贴在家里。 于
是， 我给父亲建议， 让他给母亲拍
些照片， 哄母亲开心一下。 父亲想
了想， 觉得可行。

那天， 父亲让母亲换了套新衣
服， 又带母亲去化了个精致的装
容 ， 然后两人在公园里拍了套外
景， 还找人做了精修图。 三天后，
当父亲把照片拿回家时， 母亲的眼
睛都亮了， 相片上的母亲神采奕

奕， 一下子年轻了好几岁， 她不停
地夸奖道： “这照片照得真不赖”。
之后， 母亲经常给父亲当模特， 市
里各大公园都留下了他们的身影。
父亲还把特别好的几张放大洗了出
来挂在客厅里， 家里每每来了客
人， 都会要夸奖赞叹一番， 母亲开
心极了。 再之后， 母亲的那些好姐
妹们也让父亲帮忙拍照， 夸父亲的
照相水平好。 自此后， 母亲的唠叨
便少了许多 。 有一天， 她对父亲
说： “年纪大了， 想怎么开心就怎
么开心吧。”

周末， 我在家整理书报， 见到
报刊上的摄影作品征稿启事， 我立
马有了想法， 决定帮父亲投稿。 父
亲起先不自信， 说自己刚入门， 没
想到投稿去报社一周后， 作品就见
报了， 拿到样报的父亲高兴极了。
两个月后， 我收到了写着父亲名字
的稿费单， 当我将稿费单转交给父
亲时， 他兴奋得像个孩子， 还让我
多找些报刊， 让他能多多投稿。 母
亲见了， 甚是欢喜， 她没想到， 父
亲拍的照片居然还能发表出来。

此后， 父亲的作品越来越多地
刊发在各大报刊， 于是我干脆给父
亲买了一台电脑， 让他学习怎么发
电子邮件， 怎么投稿。 父亲摸索了
一阵后便学会了。 现在的他， 白天
出门照相， 晚上回家投稿， 日子过
得充实而快乐。 特别是收到稿费单
的时候， 他总要约上三五好友， 喝
茶聊天， 日子过得好不惬意。

如今的父亲， 成了摄影协会的
名人， 经常被邀请去参加讲座。 每
次去， 父亲必定会带上母亲， 他常
常对人说， 母亲就是他最好的模
特， 而这时， 母亲总是笑靥如花。

湖南 刘德凤

笔者今年 62 岁， 平日以写作
为乐 ， 对诗词歌赋也甚是喜爱 。
临近新春佳节， 想与大家分享唐
诗里的春节， 一起品味诗中那穿
越千年的情怀与情调。

唐朝诗人， 抒壮志情怀， 唱
天地万物， 关于春节的诗篇有很
多。

“太 阳 开 物 象 ， 霈 泽 及 生
灵 。” 在司空曙的笔下 ， 春节是
一个万象更新 、 生灵起舞的时
节 。 孟浩然呢 ， “桑野就耕父 ，
荷锄随牧童。 田家占气候， 共说
此年丰 。” 田野里生长着葱茏的
喜悦， 满满的希望， 在他的心野
上早已是五谷丰登了。 太宗李世
民 ， “暮景斜芳殿 ， 年华丽绮
宫 。 寒辞去冬雪 ， 暖带入春风 。
阶馥舒梅素， 盘花卷烛红。 共欢
新故岁 ， 迎送一霄中 。” 此番盛
世， 怎能不让他雄峙四海俯视天
下呢！

不同境遇， 定有不同音律意
象。 但诗之品质， 还在诗人襟怀。

白居易高寿 ， 缘于淡然超
脱 ， 他 60 岁时的 《除夕 》 云 ：
“病眼少眠非守岁 ， 老心多感又
临春 。 火销灯尽天明后 ， 便是
平头六十人 。” 虽有生命流逝的
感慨 ， 但依旧神思怡然 。 春节
于他 ， 是阅历的丰富 ， 生活的
享受， 笑看世事里是他从容逍遥
的人生。 白居易的挚友刘禹锡诗
云 ： “渐入有年数 ， 喜逢新岁
来 。 震方天籁动 ， 寅位帝车回 。
门巷扫残雪， 林园惊早梅。 与君
同甲子 ， 寿酒让先杯 。” 平常的
心态中， 凝聚着他的豪气。 正是
有了这种豪气 ， 他才能逆境中
不堕青云之志 。 诗人襟怀 ， 即
使千年之后 ， 也令我们身随诗
意飞 ， 魂与情思舞 ， 对人生有
更多的感悟。

河南 茹喜斌

唐朝诗人的
春节咏怀父亲的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