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生感悟

托运行李时， 才发现严重超重
了。 打开一看， 被母亲塞得满满当
当： 腊肉腊鱼、 干菜腌菜、 棉衣棉
鞋， 还有两个罐子， 上面歪歪扭扭
地标注着 “葛粉” 和 “红薯粉”。

跟同事谈到此事 ， 她直笑 ：
“母爱有时候也是一种负担呢。” 她
跑了半年的步， 好不容易把体重减
到了标准， 前阵子过年回老家， 母
亲每天都变着法做好吃的， 总爱往
她碗里夹。 十天下来， 她又轻松地
超标了。

另一位同事听到了 ， 苦笑着
说： “你们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这
超重的爱多幸福啊。” 前些年， 她
也跟我们一样， 被 “甜蜜的负担”
所 “累”。 前年， 她的母亲突然病
故了， 再没有一个人能像母亲一样
对她呵护备至。 现在， 她好怀念那
些被母亲塞得满满当当的箱子， 好
怀念母亲为她绞尽脑汁做美食的情
景。

听完她的话 ， 我们都有些汗
颜。 原来， 超重的爱， 是那么难能
可贵， 我们都应该好好珍惜。

突然间悟到： 父母安好， 便是
岁月静好。

湖南 刘德凤

超重的爱

注意三大节后劫

过年回家、 亲人团聚， 是
中国人传统而朴实的情结。 今
年因疫情防控， 各地纷纷倡议
“就地过年”， 非常时期可以理
解， 但对留守老人而言， 孩子
不回家， 想到要过一个 “空巢”
春节， 内心自然会感到孤独。

该如何为老人排解 “空心”
感？ 首先， 儿女要在精神层面
上给予父母更多的关爱。 一个
电话 ， 一次视频 ， 一声祝福 ，
都能让老人感受到亲情的温暖，
拉近心的距离。

其次 ， 地方政府与社区 、
工会等基层组织应有相应措施。
不少地方陆续出台 “亲情套
餐 ”， 让留守群体 “亲情不缺

席”。 比如， 有的社区主动上门
展开需求摸排， 搞好分类帮扶，
为留守老人提供就医 、 送餐 、
代购和生活照料等服务； 有的
单位出钱又出力， 让子女不回
家的老人能够安心过年。

其三， 充分发挥群众组织
和志愿者的作用。 比如引导邻
里低龄老人与留守老人互助 ，
适时开展文娱活动， 促进留守
老人同其他代际成员之间的交
往， 帮助排解孤独感； 招募组
建健康保健、 心理咨询、 应急
救助等专业志愿者队伍， 为留
守老人及时提供相关服务。

当然， 老人也应学会自我
调节。 比如养成看书看报、 健
身锻炼的习惯， 在学习和运动
中找到乐趣。 或积极融入社会，
多交朋友， 丰富生活。

总之， 对于 “空巢” 春节
的老人， 社会各界应形成多方
合力， 为他们提供生活帮扶和
精神抚慰， 让留守家庭不会感
到 “空心”， 让那些在外工作的
游子没有后顾之忧。

山东 付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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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空巢”老人
排解“空心”感

■祖孙乐

喝汽水
每逢过年这段时间， 便是孩

子们的 “零食解放日”。 眼看孙
子总没完没了地喝他最爱的汽
水。 我忍不住劝道： “不要喝那
么多碳酸饮料了， 会使骨头变得
疏松的。”

孙子把汽水递过来： “可乐
多好喝！ 爷爷您要不要来一瓶？”

“我不喝， 我也怕骨头松。”
“奶奶不是经常说您是硬骨

头吗？ 喝可乐正好！” 孙子说道。
广东 黄超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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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症之三：
忙不完的家务事

“天天洗被单被套， 腰都直不
起来了。” 王阿姨的儿子回来过了
年， 还有亲戚来做客， 积下几套床
上用品需要洗。 然而， 后遗症就是
她的腰吃不消， 老伴 “逼” 着她先
休息好了再干活。

每年节后， 不少老人就开始大
扫除， 但毕竟年纪大了， 体力跟不
上。 邓大妈在晒被单时不慎重重地摔
了一跤 ， 导致脚踝和膝盖骨折 。
“我想着一次性把被单全端下来， 一
不小心就摔倒了。” 邓大妈无奈地说。

解决之法 有些家务让儿女“带走”
离开这天， 小李把自带的床上

用品都打包带走， 这是她的习惯。
“儿女回来过年父母肯定要忙碌， 等
我们走了还要打扫， 我觉得太累着
他们了。” 小刘一家每年离开前， 都
会帮着老人把家打扫好才回去， 她
说： “我们能陪伴老人的时间并不
多， 做做家务是力所能及的事情。”

广西 吕斌

我国保健专家曾对多家大医院
接受急诊治疗的病人作过调查， 结
果发现， 高血压、 冠心病等疾病最
易在节日 （如春节、 国庆节等） 长
假前后突发或加重， 死亡率也上升。

无独有偶， 美国南加利福尼亚
州立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 每年逢
临圣诞节 （12 月 25 日） 前， 心脏病
的死亡率就会升高， 在新年 （1 月 1
日） 前后， 会到达最高潮， 然后下
降。 排除了寒冷等因素后， 研究者
作出了一种新的解释———那就 是
“节日”。 节日间， 人们比平时多喝
酒、 多抽烟、 多摄入脂肪、 吃得更
咸， 或者更忙碌、 劳累， 也容易欢
乐过度等等， 诸多因素促使心脏病
的发生。

为此， 专家建议， 患有心脑血
管疾病的中老年人群， 在此时间段
内， 一定要加强自我保健意识。

避劳累 每逢节日 ， 若操劳过
度， 加之玩乐不加节制， 休息时间
减少， 会使心脏负荷超载， 可诱发
心绞痛或心肌梗塞。 所以， 心脑病
患者在长假前后应注意多休息， 不
宜亲自操持过多事务， 以免过度劳
累。

节饮食 美食虽多， 切记不可贪
吃暴食， 以免因摄入太多的高脂肪
食品导致血液黏稠度增加， 引起心
肌梗塞； 过咸食物也要慎吃， 以免
引起血压升高。

忌烟酒茶 烟酒中含有大量有害
物质， 进入血液会导致血管痉挛而
引起血压升高和冠心病猝发。 可适
量饮淡茶， 忌浓茶， 因浓茶中含较
多咖啡因， 可引起中枢神经过度兴
奋， 使血管收缩而诱发心脏病。

保睡眠 节日间 ， 娱乐活动丰
富， 应酬频繁， 不要因玩乐过度而
影响睡眠， 尽量在晚上能按时入睡。
同时要积极调节生物钟， 以便在长
假后也有十足的精力迎接新的生活。

常戒备 心脑血管病患者莫忘了
坚持服降压药、 血管扩张剂及降脂
药等。 节日前后应时常备好急救药，
一旦疾病发作， 应立即使用药物并
尽快到医院救治， 以防延误病情。

成都中医药大学 蒲昭和

老年朋友，

过年时， 儿孙像燕子归巢一样聚到老人身边。 然而， 假
期转瞬即逝， “燕子们” 节后又各奔东西， 让部分还沉浸在
天伦之乐中的老人备感失落。 “节后综合征” 不仅仅是年轻
人存在， 老年人同样也易得， 还富有其年龄特色。

“劫”症之一：
无法控制的寂寞感
“我觉得耳朵边还有孩子们

的笑声。” 春节刚过， 即使外面
下着雨， 莫先生也不愿待在冷
冷清清的家里， 依旧喜欢撑着
伞在小区周边走走。 他调侃道：
“我散的不是步， 是寂寞！”

节后因为家人离开而情绪
低落的老人并不在少数。 “当
所有的人离开的时候， 我劝自
己要耐心等候……” 一句平实
朴素的歌词， 正是许多空巢老
人的心情写照。

解决之法 给老人一个过
渡期

春节团聚对于国人的意义
不可谓不重大， 因此节后失落
感就会更大。 儿女离开后， 要
记得和老人多打电话或视频聊
天， 纾解他们短时间内的失落
情绪。 空巢老人可以多结伴前
往老人活动中心参加活动， 接
触外界信息， 有助于转移情绪。

“劫”症之二：
吃不完的剩菜剩饭
春节期间， “吃喝 ” 是

重头戏。 等小辈返程后， 许
多父母就开始了对剩菜剩饭
的 “剿灭战”。 殊不知， “节
后综合征” 也会被吃出来。

每年节假期间由于食物
问题而引发肠胃疾病的老年
病患并不少， 有些是由于摄
入过多油腻， 有些是因为暴
饮暴食， 而有些是吃了变质
的食物。

解决之法 有舍才有得
对于剩菜剩饭的危害 ，

很多老年人并不当回事 。 然
而， 大量常温食材进入冰箱
会造成热量聚集， 影响温控，
从而加速腐败。 隔夜的绿叶
蔬菜会产生致病的亚硝酸盐，
高蛋白高脂肪的鸡鸭鱼肉也
很容易滋生细菌。 其实， 有
舍才有得， 相比小小的钱财，
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