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养生之道

刚退休那阵子， 我一下就觉
得自己老了。 什么 “返老还童”
“心态要年轻”， 只是说说而已，
就老老实实地接受衰老吧！

有一回， 熬日子的我， 正无
精打采地给花浇水 ， 意外发现
邻居 80 多岁的王阿姨 ， 正在阳
台上一边哼着小曲儿 ， 一边如
痴如醉地独舞呢 ！ 我觉得挺好
玩 ， 偷偷看着人家跳 。 没想到
看着看着 ， 便不知不觉地跟着
王阿姨 “扭 ” 了起来 ， 跳着跳
着 ， 仿佛年轻了不少 。 我顿时
醒悟了 ： 是啊 ， 岁月流逝不可
追 ， 可年轻心态完全可以靠自
我调适呀！

从 此 ， 我 就 开 始 了 我 的
“追梦” 旅程， 因为梦在， 心动
就在 。 接下来的日子里 ， 我迷
上了设计和改制老年时装 ， 没
事还爱去 “旗袍秀 ” 等 T 型台
上一展风采 。 看到智能手机相
当时兴 ， 我也铆足了劲去学着
用 ， 在网购 、 直播 、 抖音等平
台上 “玩得转”， 一点不比年轻
人差 。 久违的激情一旦重燃 ，
对新生活 、 新科技 、 新时尚的
渴望和追求 ， 让我变得精神焕
发。 “老妈呀， 你 ‘凤凰涅槃’
啦 ！” 女儿激动地说 。 “陈姐 ，
你真是梅开二度 ， 让我们好羡
慕呀！” 老姐妹们笑嘻嘻。 你说
我能不自信满满吗？

回头看人生 ， 其实老人想
要做到 “老而不衰 ” 并不难 ，
关键是要保持激情 、 好奇和执
着 ， 想做的 、 学的 、 追的 、 乐
的事情就多 ， 日子就如同春暖
花开 。 如果对生活丧失兴趣 ，
事事凑合着过 ， 郁结 、 焦虑情
绪等都会蜂拥而来。 衰老事小，
闹病才是最大的不值呢 ！ 保持
好的心态 ， 才会让精神不衰 ，
青春永驻 。 老年朋友们 ， 让我
们在乐观、 有趣、 好奇、 执着、
追新和简单中 ， 活成 “老而不
衰” 的人吧！

山西 陈玉霞

■人生感悟

作品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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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孙乐

天气渐热 ， 老伴开始了他的
“纳凉工程”。 将蚊帐挂了起来， 凉
席也又洗又晒。 这几天他在院中规
划了好久， 最终在葡萄架下搭了一
个木栅栏， 四周用纱布围上， 以阻
隔扰人的蚊虫， 内里摆放了一个小
茶几和两张竹椅。 他说夏天坐在这
儿， 一边纳凉一边喝茶看书， 清风
徐来， 甚是惬意。

老伴还有打算： 待天大热后，
再放置两台风扇， 风扇前放盆水，
风吹水面， 溅起的水珠透过纱布撒
落在脸上， 冰冰凉凉， 仿佛身处海
边。

白居易 《消暑诗》 云： “何以
消烦暑， 端坐一院中。 眼前无长
物， 窗下有清风。 散热由心静， 凉
生为室空。 此时身自保， 难更与人
同。” 老伴说， 端坐一院中容易，
可眼前无长物， 难。 于是他和我商
量： “这个夏天， 我俩互为 ‘凉
友’， 都好好修心， 互相提醒， 争

取做到心中无长物。 天气热， 应该
避免不必要的争执与烦闷， 宽以待
人， 也宽以待己， 心态平和心便
静， 心静自然凉。”

我明白他的意思， 就是大热天
的， 尽量不与他争吵， 不和孩子们
计较， 少絮叨少烦心， 自然心身愉
悦。 他听了笑着说： “单有你一位
‘凉友’ 还不够， 还需多交几位。”

老伴说的 “凉友” 是指能洗涤
心灵， 陶冶情操， 亦师亦友之人。
他打算闲时去拜访几位老友： 爱好
绘画的老宋， 喜欢钓鱼的老王， 懂
收藏的老严， 雕刻根雕的老黄， 还
有别有雅趣， 爱在木头上画画的老
潘。 退休后， 这几位老同志许久都
没联系了。 老伴特意要去拜访他
们， 是想跟他们学艺吗？ 他回答：
“说对一半， 我还要学习人家的生
活态度。” 老伴也劝我， 多寻几位
老有所长的朋友， 多跟他们来往，
自己的三观会改善很多。

夏日炎炎， 越需我们沉住气，
修炼内心， 亲近自然， 在心中打造
溪涨清风拂面， 月落繁星满天的恬
淡、 静谧之境， 用凉爽的心境度过
夏天。

山东 李秀芹

家里养了只鹦鹉 ， 说
得 来 几 句 人话 ， “你好 ！
谢谢！ ‘古德拜儿！’ ……”
颇逗人喜爱 。 那天孙女调
皮， 我气道 ： “叫鹦鹉干
啥就干啥 ， 小丫头还没有
鹦鹉乖 ！”

孙女看我一眼 ， 撒娇
道 ： “小鹦鹉不听话要挨
打， 我调皮捣蛋才天真烂漫
呀。”

重庆 陈世渝

天真烂漫

广东 苗青 52岁

对于那些年岁较大而不便
参加慢跑、 爬山、 打球等剧烈
或用力较多运动的老年朋友来
说， 多做些压腿锻炼， 也能改
善身体状况， 延缓器官机能的
衰老， 起到健身的效果。

压腿锻炼方法简单易行 ，
只要将一条腿抬起 ， 搁在栏
杆、 矮墙或板凳上， 随着手的
按压 、 躯体的弯曲， 做压腿运
动即可。

据运动医学家观察， 压腿
锻炼首先使大腿背侧肌群得到
牵伸， 其次使臀部组织也受到
牵拉。 一般在膝关节伸直的情
况下髋关节的最 大屈曲度为
90°， 再屈曲必须伴有下腰部和
骨盆的活动。 因此， 将腿搁到
一高物上， 再继续做上下有节
律性的按压， 就可进一步牵伸
下腰部机群和软组织。 当这些
紧缩的肌群得到牵伸 ， 恢复到
原先的肌张力时， 就会使腰部
不适的症状得到缓解和消除 ，
腰部也因此而感到放松和舒服。

当然， 压腿锻炼也要注意
安全。

1. 搁腿的高度要由低到高，
循序渐进， 不要操之过急， 一
般可先从 45°左右开始， 感觉并
无不适后再逐渐提高， 最高在
70~80°左右即可。

2. 锻炼时要先站稳。 压腿
不可用力过猛， 以免发生意外。

3. 每次压腿时间不宜过长，
要左右交替， 5~15 分钟即可。

江苏 王同翠

据资料显示， 每年因交通事
故死亡群体中， 老龄人群排在第
二位。 老年人之所以易遭遇交通
事故， 与身体反应机能衰退有关。
相比年轻人而言， 老年朋友在步
幅和步速上都明显下降， 动作较
慢， 有时才走到路中间， 人行横
道的红灯就亮了 。 自己驾车时 ，
面对车来车往又易心慌意乱， 不
知是否该走。 同时部分老年人交
通安全意识淡薄， 甚至心存侥幸，
由此也容易引发一些不该发生的
交通事故。

俗话说 ， 活到老 ， 学到老 。
老年人是交通参与者中的一员 ，
也应与时俱进， 好好学一学交通
安全知识。 日常出行， 要根据自
己的年龄 、 身体状况 ， 量力而
行。 如果身体欠佳， 最好就不要
再自驾了， 可以改搭公交、 地铁
等。 清晨出门锻炼、 买菜是不少
老年朋友的习惯， 早晨车辆不是

很多， 但车速往往较快， 过马路
时一定要左右多看看， 切记须走
“斑马线 ” ， 最好等车子通过以
后， 再小心过马路。 另外， 要自
觉听从交警的管理、 指挥， 必要
时可以寻求他人帮助， 千万不要
逞强， 更不要乱穿马路、 争道抢
行。 “宁让三分、 不争一秒” 才
能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保障自
身安全。

作为家属， 有责任提醒和劝
导老人注意交通安全， 自觉遵守
交通规则。 一方面， 学生在学校
里接受的交通安全知识教育比较
全面， 细节也非常到位， 不妨让
孩子回家后给长辈上几堂交通安
全知识课。 另一方面， 社区也要
多加开展交通安全知识宣传活动。
可利用广播、 讲座、 教育片等多
种形式， 加强对老年朋友们交通
安全意识的培养。

江苏 梁云祥

老年人需注重安全意识的培养

老伴的 之道夏日纳凉 “老而不衰”
■退休生活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