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生感悟

和老姐妹们聚餐， 大伙问我 ： “陈
姐， 你退休后的快乐秘诀是啥呀？” “当
然是 ‘会爱、 会玩、 会吃’ 啦！” 我笑答。

“会爱”， 就是随时随地创造点小浪漫。
上周五晚， 老伴一脸认真地提醒我别忘了
吃药。 “难道你已经吃了？” 我有意反问
他。 “我是吃了还是没吃呢？” 见老伴自己
也糊涂了， 我倒了一杯温开水， 像耍把戏
似的， 把药往他的眼前一呈： “在这儿
呢！” “没想到你还挺会献殷勤哩！” 我俩
扑哧一笑， 晚上连梦里的心情都特别好。

“会玩”， 就是从平淡生活中找些新乐子。
和老伴一起遛弯时， 我触景生情， 问他： “我走
到哪， 你就笑嘻嘻地跟着我笑到哪。 打一植物。”
“你是太阳， 我就是那朵向日葵呗！” “正确。”
老两口， 你看看我， 我瞅瞅你， 开心得不得了。

“会吃”， 就是返璞归真， 享受纯天然
的美味 。 入秋了 ， 我向老伴发出邀请 ：
“咱们采蘑菇去吧。” “好啊！” 那天， 我
们满载而归。 回家后就开始各显厨艺： 我
给老伴做鲜蘑臊子面， 老伴为我煲蘑菇肉
丝汤。 真是从舌尖上美到胃里了！

就是这 “三会”， 让我们老两口年年有
个好身体， 天天有个好心情。 其实， 最为
平常的守护、 陪伴、 珍惜， 才是最朴实的
幸福。 就让我们随时为彼此健康的身体、
好的心情， 当名努力加油的啦啦队员吧！

山西 陈玉霞

作品晒

福建 缪贞谊 40岁

乘云 （篆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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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生活规律。 钟老保持着良好
的作息制度， 基本上于晚上 11 点半
左右睡觉， 早上 7 点起床。 “我尽可
能睡 7 个半小时， 中午再休息半小
时， 每天保证 8 小时。 充足的睡眠是
健康所必需的。” 钟南山很重视午休。
“午休是一个 ‘加油站’， 对一天的工
作效率影响很大。 现在许多人坚持午
睡， 这是一个好习惯。”

在饮食方面， 钟老表示： “我
的饮食标准是 ‘皇帝的早餐， 大臣
的中餐， 叫花子的晚餐’。 早餐是开
启新一天的能量钥匙， 所以一定要
吃好。 午饭要按时吃， 否则容易影
响肠胃。 晚餐要吃得少些、 清淡些，
不至于营养过剩 。 ” 钟南山还说 ：
“早上我吃得比较多， 大概占整日热
量摄入的 30%以上。 包括牛奶、 面
包、 鸡蛋、 橙汁、 粥等。 中午也相
对吃得多一些， 而晚上我一般就吃
得少。” 钟南山坚持每餐吃大量蔬
菜， 他推荐： 植物性的食物占 80%，
动物性的食物占 20%。

二是不任性。 钟南山认为， 要
尽可能地摒弃不良习惯同时保持良
好的生活习惯， 不能随波逐流， 任
性放纵。 生活中， 他坚持 “四不”：

不吸烟、 不酗酒、 不动气、 不吵架。
抽烟者易患气管炎、 肺气肿、 肺癌
等疾病； 醉酒往往会对肝脏造成不
可磨灭的损伤。 而吵架、 动气是戕
害健康的杀手， 在带来负面情绪的
同时， 也易引发心脑血管疾病。 钟
老表示： “健康的一半是心理健康，
疾病有一半是心理疾病， 所以一定
不要当情绪的俘虏， 而要做它的主
人； 一定要去驾驭情绪， 不要叫情
绪驾驭你 。” 在工作中遇到坏情绪
时， 他总选择将其有效地化解掉 ，
把好自己的 “情绪关”。

三是动起来。 即使再忙， 钟老每
天仍坚持运动 30 分钟以上。 他认为
走路是最方便又有效的锻炼方式 ，
一般选择快速步行 （即每分钟走多于
120步）。 除此之外， 打球、 跑步、 游
泳……他都有所涉猎。 “只要有 10
分钟， 我都会抓紧锻炼。 我的跑步
机就摆在床边， 时间紧张时我就在
家跑跑步。” 健身也是钟老坚持了多
年的爱好， 除了扩胸器和哑铃等常
用器械外， 为了加强肌肉训练， 他
在卧室的墙壁上安装了一个单杠 ，
平时做做引体向上。 “我现在感觉
自己还在中年， 还没到功能减退的

时候， 因此我还需要体质锻炼。”
对于现今兴起的运动之风， 钟

南山自有他的看法： “不少人在运
动观念上存在一个误区， 就是以为
打打球、 出身汗， 便达到运动的目
的了。 其实不然， 我们还应关注体
质锻炼和功能锻炼。 人体在 30 岁以
后 ， 体质就开始下降 ， 而 50 岁之
后 ， 体质就会进入衰老期 ， 因此 ，
需要加强功能锻炼来使人体系统发
生功能性的改变。” 钟南山建议， 中
老年人平日不妨多去公园晒晒太阳，
走上几圈。 没事伸伸胳膊， 动动腿，
做点家务 ， 都比坐着不活动要强 。
“我们应该学习一些健康知识， 并以
此指导自己的生活， 应该记住， 最
好的医生是你自己。”

辽宁 钱国宏

钟南山院士的养生之道

晨练后回家， 打开门， 便
传来蝈蝈嘹亮的歌声。

前段时间， 老伴在家门口的
草地上发现了一只蝈蝈， 一条腿
不知何故断了。 我们心生怜惜，
爽快地收留了它。 小家伙叫得特
好听， 大概是作为回报吧。 而且
单凭一条腿， 它还特逞能。 一
天， 我见它在竹笼里爬到最高
处， 那条单腿却抵住竹笼的底
盘， 仿佛说： “我是一条腿的金
刚蝈蝈。” 它不挑嘴， 什么菜叶、
胡萝卜、 小虫子， 都爱吃。 后来
我又买了几只蝈蝈， 给它做个伴。

蝈蝈的优劣主要看翅膀 ，
分短翅、 长翅、 超长翅。 长翅、
超长翅的蝈蝈叫声悦耳， 传得
很远， 但极少。 我家的蝈蝈属
短翅， 声音也是很好听的。 蝈
蝈很讲卫生， 为此我天天把笼
子打扫得干干净净， 注意可别
碰到它， 如果伤到了它的翅膀
和大腿， 它就不能叫了。

我将这几只蝈蝈养在精致的
小竹笼里， 放上几颗毛豆， 每日
里听见它们无拘无束的叫声， 从
这间房传到那间房， 日子也显得

淡定、 悠然， 仿佛置身于森林里。
如果把蝈蝈放在阳台外 ，

声音则太远， 不脆生； 如果专
门在养蝈蝈那间房里听， 又太
刺耳。 大概是回音的效果， 声
音从房间里传到厅里， 音响共
鸣， 然后又撞着房门传至房内。
这才明白， 为什么笛子要隔着
水听， 想想看， 通过水面空气
的震动、 传递， 笛声是如何的
幽远、 荡漾、 空阔。 看来欣赏
声音， 也需要有进深的空间。

“蝈蝈， 蝈蝈蝈———” 蝈蝈
的叫声 ， 是秋天婉转的歌吟 ，
此起彼落 。 带着乡土的气息 ，
时而清晰， 时而低沉， 载着我
的乡愁缓缓地流动， 诱发着我
对故乡的怀恋。 偶尔我用收音
机放音乐， 它便闻声共鸣。 如
果将音量调到与其叫声相同 ，
把收音机移到蝈蝈附近， 它叫
得更欢， 仿佛合奏器乐， 优美
动听。 在这窗外一片秋瑟的季
节， 听着蝈蝈悦耳清脆的鸣叫
声， 宛如生活在遍地碧绿的田
园间。

广西 陆明华

在适老化家装改造过程
中 ， 对于如厕辅具的选择 ，
可以参考以下原则：

加装扶手 老人如厕后 ，
起身可能会遇到困难 ， 所
以 不 妨 在 坐 便 器 旁 加 装
“L” 型扶手 ， 帮助老人借
力 。 坐便器和扶手尺寸 的
关系也有学问 ： 扶 手的立
杆部分和坐便器的前端部
分 的 适 合 间 距 为 20 ~25 厘
米 ， 扶手的搁板部分应 距
地面 70 厘米左右 。 也可根
据老人的身体条件进行适
当调节 。

扶手细节设计 立 杆 应
设计得细一些 ， 便于手 将
其全握住 ， 增强受力。 同时
应做防滑处理。 搁板前端可
设计成凹凸状， 便于手指握
住， 以及用于支撑平放的手
肘 ， 握住搁板起身时也是
舒适得力的 。

若坐便器并不靠近墙面，
难以安装扶手时， 可以借助
坐便器助力支架， 将其套在
坐便器外侧使用。 还可在坐
便器上加装增高垫。 此两种
辅具都可帮助老人起身。

若卫生间空间较为狭小，
可以考虑安装能掀起的活动
型扶手。 同时， 除常见的身
侧型扶手外， 还可加装放在
身前的横向扶手。 若老人有
便秘困扰 ， 如厕时间较长 ，
此类横向扶手可便于老人将
手肘置于其上靠着休息。

对于卧床不便起身的老
人 ， 推荐使用防水型 如厕
沐浴式轮椅 。 可将老人 抱
至轮椅上 ， 再将 轮椅推到
坐便器上固定住 ， 老人 便
可以安定 地进行如厕 、 沐
浴等活动， 非常方便。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教授 周燕珉

如厕辅具选择

蝈蝈鸣秋得晚乐

最美奋斗者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中国工程院院士、 著名呼吸病学专
家钟南山教授多次出征， 指导全国人民“抗疫”。 9 月 8 日， 钟
老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荣获共和国勋章。 他身
板笔挺， 精神矍铄， 令人难以相信他已是 84岁高龄！ 钟南山之
所以有如此健康的体魄， 要归功于他多年实践的独特养生之道。

“三会”乐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