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话要说

■退休生活秀

红烧老鹅、 毛豆茭白肉
丝、 油焖豇豆、 咖喱牛肉粉
丝汤……家住江苏苏州市娄
葑街道的 84 岁老人吴思勤收
到了一份热气腾腾的 “爱心
餐 ”。 2019 年 9 月 ， 娄葑街
道探索推行 “居家养老—爱
心厨房” 公益类非营利性助
餐 （午餐） 项目， 24 个社区
的近 60 名老人成为第一批受
益者。

随着社会变迁加速， 空
巢老人越来越多 。 对于部
分生活难以自理的老人来
说 ， “吃饭难 ” 是一个棘
手 的 问 题 。 对 此 ， 广 州 、
南宁等地积极推进 “长者
饭堂 ”， 为老年人提供健康
优惠餐食 ， 为应对人口老
龄化挑战 、 化解居家养老
困局 、 减轻子女陪护压力 ，
提供了全新的思路。

“长者饭堂” 缓解了老人
饮食不便的难题， 营造浓浓
的温情， 深受欢迎。 同时也
出现了一些新情况： 有的食
堂不够大； 有的配餐数量不

足； 有的因运营成本高、 服
务跟不上， 导致用餐人数在
减少。 今年由于疫情的影响，
更有不少地方不得不暂停
“长者饭堂”。

而娄葑街道探索推行的
“居家养老—爱心厨房 ” 模
式， 汲取了 “长者饭堂” 的
成功经验， 并取长补短， 着
力解决老人 “出门难” 的问
题。 比如， 不设置固定用餐
点， 也就不需要排队等候和
聚集； 由街道和社区共同出
资建设团队， 严格甄选食材，
精心调配菜单， 合理定制餐
费， 资金缺口由村级集体资
产定向投入和社会爱心捐款
抹平； 建立助餐对象动态调
整机制， 符合条件的老人均
可享受到助餐服务， 并将实
现全年无休式送餐。

可以说， 居家养老服务
闭环模式是 “长者饭堂” 的
升级版， 符合我国国情和居
家养老需求， 值得各地探索
尝试。

山东 付彪

■祖孙乐

■养生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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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少朋友， 远离亲人， 是造
成当今许多老人越来越孤独的根
源。 除了客观原因， 这也与我们
一些老同志自以为是、 不太注重
与人沟通的方式技巧有关。

刚退休那阵子， 我总感到特
别无聊。 一日， 在社区里闲遛，
发现楼前树荫下有几位想玩牌的
老大姐， 因为争执该谁去出钱买
扑克的问题， 闹得不欢而散。 我
一看， 小事情嘛！ 赶快回家拿了
两副扑克 ， 笑嘻嘻地追上她们
说： “别买了， 我正好有两副新
扑克闲着。” 道具有了， 三位老
大姐也马上 “一笑泯恩仇”， 嘻
嘻哈哈地簇拥着我返回桌旁。 牌
局结束后， 她们还热情地留了我
的电话。 从此， 每天下午， 三位
老大姐就争先恐后地打电话约
我： “陈姐， 就缺你了！”

后来， 我又喜欢上了门球，
可球技不佳， 只能当个 “板凳队
员”。 号称主力的邓师傅球技高，
脾气也见长， 有时大伙情愿让我这
个 “板凳队员” 上场。 不少老队员
说， 我的球技不怎么样， 可我虚心
又随和， 所以都愿意教我带我。 即
使到后来练成主力时， 我的心态仍
然像个新手， 加上不把输赢看得
太重， 就是为了自己玩得开心这
一条， 谁都愿意跟我一块打。

和外人交往是这样， 与家人
相处也是如此。

刚开始带孙子时， 因为我总
是让他学完这又学那， 搞得小家
伙老是躲着我。 后来， 我恍然大
悟： 爱玩是每个孩子的天性。 就
笑咪咪地对孙子说： “宝贝， 今
天上午学习时间是两个小时， 如
果你能在一小时内写好作文的
话， 剩下的时间就可以尽情地去
玩。” “真的吗， 奶奶？” 小家伙
的情绪一下子就被调动起来了。
“一言为定。” 结果不到 40 分钟，
孙子就一气呵成一篇 《美丽的春
天》。 我乐呵呵地让他和同学们
去玩， 小家伙高兴地给了我个飞
吻 ： “奶奶 ， 我最喜欢你了 ！”
我们祖孙俩成为令全家人羡慕的
好朋友。

过去， 强势的我总想像管女
儿似的去改变儿媳妇， 结果让婆

媳关系变得越来越生分。 冷静下
来 ， 我渐渐地多为她着想了 。
“妈过去说话重， 你不要放在心
上， 是妈不好。” “妈知道你工
作压力大。 今后有事， 别一个人
撑着， 你还有妈呢！” 儿媳妇又
惊奇又感动， 我们婆媳俩变成了
无话不说的好闺蜜。

退休后的十年来， 就是这种
注重心灵沟通的交往技巧 ， 在
外， 让我找回了友情， 在家， 让
我拥有了亲情。 和老工友们玩，
让我们成了彼此离不开的老玩
伴； 跟老姐妹们一起交流养心养
生的小秘方， 又让我们成为相互
间的心理医生和保健师。 真可谓
是心灵之约朋友多， 朋友多了康
乐多啊！

山西 陈玉霞

搓手、 搓脸是最为方便、 经济的
一种保健方法。 经常搓手、 搓脸， 不
但可以促进血液循环、 增强新陈代谢、
疏通经络气血， 还能防治很多疾病。

提神健脑 互搓双手， 用手搓脸并
捋捋头颈部 （双手掌放在太阳穴与额
部向后捋， 反复进行； 或像梳头一样，
用五指向后梳）， 再揉按一下百会、 头
维、 太阳穴等， 能促进血液循环， 强
化手脑通路和神经反射， 改善大脑供
血。 使双手更加灵活柔韧， 还能提神、
健脑、 益智， 增强记忆力。

预防感冒 研究表明， 双手大鱼际
部位 （即大拇指的根部） 是治疗呼吸
道疾病的有效部位。 该处血管经络丰
富， 刺激此处时可配合搓搓鼻根两侧，
通过促进血液循环 、 宣统肺与鼻窍 ，
提高呼吸道抗御疾病的能力， 预防感
冒、 鼻塞不通等。

预防冻疮 双手与耳垂等是最容易
发生冻疮的部位 。 在秋末冬季洗手 、
洗脸， 用毛巾擦干之后， 搓一搓手背、
面部以及双耳等部位， 直至发热为止，
对预防冻疮十分有效。

预防老年斑 面部、 手背是产生老
年斑最多的部位。 可将双手掌搓热后，
互相搓一搓手背以及面部 （要微微用
点力， 每次不少于 3 分钟）， 可促进血
液循环， 减少色素沉着， 预防与减缓
老年斑的发生。

促进新陈代谢 常搓手、 搓脸， 可
使局部的神经 、 血管 、 皮肤 、 关节 、
经络等得到良好的疏通和锻炼， 强化
上肢与肩臂功能， 且还能增强新陈代
谢， 促进血液循环， 增加大脑的血液
供应量， 对治疗眩晕、 肩周炎等疾病
很有效。

搓手、 搓脸方法虽简单， 但在此
过程中， 须注意活动一下手部的小关
节， 并按压合谷等穴。 在搓脸的过程
中， 还要多按摩梳理一下头颈部的皮
肤与头发， 用中指肚多按揉一下鼻根
部 （可预防感冒、 宣通鼻窍）， 可同时
起到多种预防与治疗作用。

山东 王化清

母亲已 90 有余了， 我们做小辈
的三天两头习惯性地夸奖老人家 ：
“您面色好、 精神好， 看起来呀也就
七八十！” “老太太说话有条理， 思
路清晰又明了！” “您唱歌多好听，
是我们家的女高音！” “妈画画很有
水平， 都能办展览了！” ……夸得老
母亲 笑容满面 ， 用她的话来说 ：
“日子过得很快乐啊！”

父亲去世后， 我们就养成了经
常在母亲面前 “夸老” 的习惯， 不
但让老人家渐渐消除了心中的寂寞
和孤独感， 人也变得开朗多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 老年人在反
应能力、 理解能力、 自理能力等方
面都大不如前， 加之一些小辈缺乏
耐心与他们沟通交流， 致使老年人
易自卑自弃、 “画地为牢”， 性格变
得孤僻 ， 人也老得更快了 。 其实 ，
老年人很需要他人的 “夸奖”， 子女
们应尽量多给些老人 “点赞”， 让老
人在夸奖声中感受亲情、 温暖， 高
高兴兴地老去。

如果老年人每天都生活在子女
的夸奖声中， 他们心中的寂寞和孤
独便会渐行渐远， 取而代之的是愉
悦、 开朗。 这种有利无弊的零成本
投入， 何乐而不为呢？

上海 杨建明

炒肉吃
航航天真活泼， 幼儿园的老师

都喜欢他， 他也特别喜欢老师。 一
个周末， 全家人把老师请来赏雪，
寒暄一阵后， 航航对奶奶说： “您
去准备一下吧， 给她们炒肉吃。”

过生日
吃完 3岁的生日蛋糕没几天，

航航又想吃了。
妈妈跟他说： “生日蛋糕是

过生日时吃的。”
航航回答： “那我今天就把

4 岁生日也过了吧！”
湖南 钟毅琼

常搓脸和手
疾病绕开走会沟沟沟通通通 朋友多

老人爱听奉承话 长 者 饭 堂
闭环模式值得推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