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农
村， 没有空调， 更没有五花八门
的冷饮。 那时， 我却总能喝到冰
凉解暑的各色 “冷饮”。

到了夏天， 母亲将一只小铁
桶装上冷开水， 用绳子吊住， 放
在院中的井里。 第二天烈日当头
之际， 提上来供全家饮用。 在水
井里 “冰镇” 了一夜的凉白开清
凉沁甜， 喝上一口， 顿觉神清气
爽， 好不过瘾。

后来， 母亲不断就地取材，
翻新花样地自制各种 “冷饮 ”。
家里存了半袋子奶粉， 一直舍不
得吃， 眼看要过期了， 母亲干脆
把奶粉全倒进桶里， 又加入一锅
开水， 搅匀凉透后， 便吊到井里
“冰镇”。 我在一旁看着母亲操
作， 闻着奶粉浓郁的馨香， 馋得
直流口水。 第二天， “小尾巴”
一大早就跟在母亲身后， 等母亲
把水桶提上来， 看着白花花油亮
亮散发着奶香味的 “冷饮”， 我
迫不及待地舀了满满一勺， “咕
咚咕咚” 地喝下， 清凉、 馨香、
口感滑润， 太美味了！ 父亲也尝
了一口， 说： “不太甜， 放点糖
更好喝。” 母亲狠狠心， 又去供
销社花两毛钱买了一小包糖精，
但奶粉已用完了。 这回再没有余
钱买奶粉了， 可口的 “牛奶冰”
只存在于美好的回忆中。

后来， 母亲还制作过止咳清
热的 “冰镇绿豆水”， 补脾益气的
“冰镇甘草水”， 最让我记忆深刻
的是 “冰镇山楂水”。 “山楂水”
颜色微红， 甜甜的、 酸酸的， 真
好喝！ 我拿着长勺子在桶底来回
搅着找山楂， 却连一个核也没有。
后来才知道， 这 “冰镇山楂水”
是母亲在水里加了糖精、 醋， 还
滴了两滴酱油， 完全是自主研发
的 “新配方”。 没有山楂也无所
谓， 不管加了啥， 反正这款 “冰
镇山楂水”， 我怎么喝也喝不够。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 母
亲极尽所能自制的解暑 “冷饮”
陪我度过了无数个炎热的夏季。
如今， 五花八门的冷饮让人眼花
缭乱， 但母亲所做的 “冷饮” 却
是我这辈子喝过的最解暑的珍品。

作品晒

《钓》（摄影） 广东 李陶

■退休生活秀

■养生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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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孙乐

印象中， 九十高龄的父亲很少
得病， 偶有微恙， 也很快痊愈。 问
起父亲的养生秘诀， 他笑答： “像
小猪一样， 能吃能睡就是最好的养
生！” 依我看， 父亲的主要养生秘
诀就是乐观。 凡事都往好处想， 从
不跟人生气。 如此一来， 身体自然
不会差。

父亲爱笑， 待人谦和有礼。 跟
人产生了龃龉 ， 哪怕全是对方的
错， 也微笑着与人解释， 令其不知
不觉 “缴械投降”， 诚心道歉。 再
见面时， 父亲还总是率先笑着打招
呼。 我曾很是不平： “明明是他不
对 ， 您为什么还主动跟他和好 ？”
父亲哈哈一笑： “所谓气大伤身，
我为什么要拿对方的错误惩罚自
己？ 再说， 人无完人， 斤斤计较多
没意思， 得饶人处且饶人嘛！” 一
番话令我颇为心折， 自叹不如。

面对生活的磨难， 父亲同样从
不怨天尤人， 总是乐观以对， 迎难
而上。

小时候， 家里穷得揭不开锅。
一天， 全家又在喝稀饭， 哥哥埋怨

道： “这粥稀得能当镜子
照。” 幼小的我只知肚饿
难受， 附和不已。 父亲露
出招牌式笑容： “稀饭有
什么不好？ 又解渴， 还能
清肠胃呢！” 哥哥不以为
然地驳诘父亲的 “谬论”，
父亲也不恼 ， 乐呵呵地
说： “饥年馑月的， 能吃
上稀粥算不错啦， 很多人
甚至挖野菜呢 ， 要知足常乐
嘛！” 一语惊醒哥儿俩， 我们忖
思父亲说得对， 稀饭再稀， 来之不
易， 干嘛还不知足呢？ 于是赶紧捧
着碗 “嗞溜嗞溜” 地喝起来。

之后的人生中， 我们兄弟俩再
未因吃穿而有怨言， 因为我们牢记
着父亲的话： 做人要懂得知足， 知
足者常乐！

当年， 一向成绩不错的哥哥，
第一次参加高考却名落孙山。 消息
传来， 哥哥无比沮丧。 父亲却笑着
安慰他： “所谓人有失足， 马有失
蹄。 这次并非你的能力问题， 而是
发挥失常了 ， 好好准备 ， 再考就

是， 何必灰心失望？ 失败乃成功之
母嘛！” 父亲的大度与乐观点燃了
哥哥的斗志， 他一扫心头阴霾， 决
心从头再战。 翌年， 哥哥终于如愿
考上大学。 后来， 他每次回忆起往
事， 都深有感触： “如果没有父亲
的激励， 我可能已经放弃努力， 抱
憾终生！”

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 怀揣知
足， 心存乐观， 宽以待人， 笑对人
生， 不以物喜， 不以已悲。 假以时
日， 对养生不无裨益， 生命之树自
然长青。

广东 李职贤

2008 年， 我刚退休， 一开始想
着： 上班时， 连看会电视的空也几乎
没有， 如今有时间了， 可要好好歇
歇、 享享清福了。 于是总跟些老伙伴
们一起， 不是打扑克， 就是搓麻将，
一坐就是几小时。 晚饭后， 又一集接
一集地 “煲” 电视剧。 然而， 坐着享
了五个多月的 “福”， 身体却虚胖起
来， 还出现了腰腿疼、 失眠、 易醒等
各种毛病。 家人赶紧陪我上医院， 却
也没查出什么大毛病。 当儿子详细地
跟医生述说了我退休后的生活情况
后， 医生笑着说： “老人家， 以后要
少坐会儿， 多走会儿， 天天坚持好的
生活习惯， 这些毛病都会慢慢去掉。”

在家人的提醒和监督下， 我决心
改变 “坐” 享清福的坏习惯。 不仅割
舍了久坐搓麻的嗜好， 遇上比较喜欢
的电视剧， 最多只看到晚上 10 点。
哪怕除夕夜， 也贯彻到点就准时洗
漱、 上床睡觉的习惯。

除此外， 我还坚持每天早晚各快
走 45 分钟； 每周一、 三、 五上午在
家读书， 下午去图书馆看看报纸和期
刊； 每周二、 四、 六上午写点文章，
下午或与老友们交流读书报的心得
感想， 或相约去钓鱼、 踏青。 到了
第二年的国庆节， 身体状况大有改
观， 不但感到浑身有使不完的劲， 腰
腿也不疼了， 睡眠也香了， 一量血
压： 126/82！ 大家高兴得直夸： “真
是 ‘坐’ 出毛病， ‘走’ 来健康！”

走路的效果如此之好， 让我一坚
持就是 10 多年。 我将再接再厉， 争
取百岁还健康！

山东 张作光

我领着小孙子去超市，
在路过一个用铁皮围挡住
的建筑工地时， 好奇的他
非要进去看看不可。

我指着门旁的一行大
字 “闲人免进 ” 告诉他 ：
“人家不让进呢。”

他立马说 ： “爷爷 ，
咱们不是闲人， 是大人和
小孩！”

山东 宫锡进

咱们不是闲人

6 月 20 日， 武汉大学举行了
一场特殊的毕业典礼。 为了勉励
同学们， 该校发布了一封曾患新
冠肺炎现已痊愈的天文学泰斗韩
天芑写给毕业生的信。 老先生寄
语各位： “不要为一朝一夕而喜
悲起落， 要努力抓住机遇。” 让
许多人深受感动。

对于这届毕业生来说， 亲历
疫情， 对 “众志成城” “共克时
艰” 有了深刻的理解， 但社会的
艰难可能也会让刚从学堂走出的
他们措手不及， 怎么办？

98 岁的韩老以亲身阅历告诉
大家： “困难是暂时的， 内心一
定要向往光明， 未来一定是星光
璀璨的。” “（学习） 投入多少，
就能收获多少 。 而工作并非如
此。 比如我们看星星的， 或许看
几十年， 都没有好运气看出个新

东西。” 漫漫人生路， 总有曲折，
“新的机遇已经出现， 就一定去
尝试， 牢牢把握……” 人生有无
限可能 ， 不必为眼前的得失所
困。 虽然无法预知未来， 却可以
把握现在。

此外， 更要珍惜自己， 相信
自己， 也是为了每一份支持过、
帮助过自身的力量。 韩老坦言：
“在康复期间， 我每天都努力吃
饭。 因为我的生命是多少人付出
血汗换来的， 为了他们， 我要更
珍惜自己。”

这些温暖而予人以力量的话
语 ， 是一位百岁老人在 “看星
星” 的旅途中浓缩的人生箴言。
与其徘徊停滞， 不如相信自己，
做一个坚强者 、 跋涉者 、 搏击
者， 乘风破浪， 砥砺前行。

山东 付彪

■有话要说

从百岁老人毕业寄语中汲取成长力量

父亲的养生法宝 乐 观

“坐”出毛病
“走”来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