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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婆的“不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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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法同

说来你不信，
我们家有两个外婆，
一
不吃昂贵药，二不吃保健品，三不吃过
个是我的老伴，她是三个外孙（女）的外
期药，
你们买的药我不放心。
婆，
一个是我九十多岁高龄的岳母，
三个
我家两个外婆虽是母女，有时还为
女儿的外婆。一到节假日，满屋子都是
家务事拌嘴。老伴说：
“ 妈，歇着去，洗
“外婆、
外婆”
的亲切叫唤声，
好不热闹。
衣服拿什么手搓，用洗衣机搅省力又方
先说老外婆吧，1913 年出生的人， 便。”岳母说：
“ 一家人的衣服搅在一起
别看老人家年岁高，背有点驼，但身板
不卫生，我不放心。”老伴说：
“ 还有，外
硬朗，不但自己生活完全自理，自己洗
孙、重外孙吃喝拉撒睡的事你别管了好
澡 、洗衣服，每天天刚亮就起床，做一
不好？”岳母说：
“ 我三十五岁守寡到现
套自编的弯腰 、踢腿 、甩手操，然后抢
在管你们管了一辈子，为什么？就是不
着 给 外 孙 、重 外 孙 做 早 点 。 她 总 说 ： 放心。现在要我不管我还是不放心。”
“你们做的 、买的我不放心，要放什么
我和老伴摇了摇头，齐声说：
“ 母亲大
佐料才爽口，只有我知道。”等外孙、重
人，你已经老了，我们现在生活、工作都
外孙上班、上学出门后，她就一个人拄
不错，都不缺，你就放一百个心吧。”岳
着拐杖到小区街边的座椅上长久地坐
母大人呵呵笑了。
着，看人流，看车流，有时嘴里自言自
2013 年 冬 天 的 一 天 中 午 ，天 气 晴
语，有时闭眼凝思着什么。别人问她， 和，我和老伴正在筹划为老外婆过 100
你在看什么？她说 ，我看到一些人闯
岁生日，当时她在厨房里刷锅洗碗，只
红灯，不放心，想去提醒，又怕人说我
听“哐当”一声，老外婆倒在地上，只几
多管闲事 ，只好自言自语。下午四五
分钟时间，老人家就离开了人世。我们
点钟的时候，她又去到小区门口，一直
很是悲伤，料理完后事，老伴对我说：
等到三个重外孙放学回来才回家，她 “唉，上前年，大女儿、二女婿因车祸离
说，街上车多人多，我不放心，他（她）
开了我们，白发人送黑发人，留下多少
们回家了，我就放心了。
事要办，要处理。外孙儿大学毕业，没
我老伴虽然身体有病，还动过大手
有了妈妈，还要找工作，他爸爸车祸腰
术，但带病操劳，精力很好，每天去农贸
椎骨折有后遗症没有……”
市场采购柴米油盐菜。我要帮她分担
两个女儿语重心长地说：
“ 爸爸妈
买一点，老伴说，你买的菜，我真的不放
妈，不能再让你们操心了，你们真的老
心，买排骨，不要买扁骨的，要买圆骨头
了，
两个人的年龄加起来有 166 岁。儿孙
的，肉会多一点；买菌子，牛肝菌，有黑
自有儿孙福，
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旦夕祸
牛肝、黄牛肝、黄赖头，你是外省人，会
福，
儿孙的事，
你们不要再管了。你们俩
吗？买错了会中毒的，又是我掌勺，我
该享享清福了，
再过几年，
我们也要当外
咋个放心？买蔬菜，几十年我认准几个
婆了，
到那时，
不知道是不是对儿女的事
卖菜大妈，随我挑，随我拣，价钱公道， 都放心呢？”我久久地沉思，老伴却已经
成了泪人。
你买菜只图便宜，
我不放心。
（作者原工作单位：云南省健康教
老伴是医生，全家老小看病吃药全
育所，84 岁）
靠她安排，老伴说，看病吃药听我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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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机”
时代

1978 年我结束了三年多的知青插
队生活，
考到了农校。
要去读书了，第一次远离家门，父
母依依不舍，花 20 多元买了一台红灯牌
半导体收音机，作为礼物送给我。那时
20 元不是个小数，父母省吃俭用，非要
给我买上一件像样的东西，以此奖励家
里第一个考取中专的孩子。有了收音
机，我就不会感到陌生和寂寞了，看到
它，
就像自己的父母在身边。
9 月份开学，
我带着收音机来到了学
校。刚到学校，
同学之间还不熟悉，
我就与
收音机为伴。课余，
常拿着收音机听听新
闻、
戏曲和音乐。过了一年，
兴起学外语，
一
些电台开设了英语、
日语辅导广播，
同学们
纷纷加入了学外语的行列，
我这台收音机也
算派上了大用场。早上、
夜晚大家拿着外语
辅导课本，
跟着收音机学起了单词。在寝室
里，
在学校的公园里，随时可以听到琅琅
跟读外语的声音。我感觉改革开放春风
吹来，
我们的国家正在走向世界。
三年后，我带着这台收音机到家乡
的一个公社工作。那时，文化生活还比
较单调，有一台收音机，对自己的学习
工作生活都有帮助。又过了两年，我结
婚时，姐夫好不容易给我买来一款当时
流行的双燕牌 8080 收录机，新房里最时
尚最显眼的就属这台收录机了。我放
入磁带不时地播放李谷一的《乡恋》、朱
明瑛的《回娘家》……被吸引的邻居也
时常过来听一听。通俗歌曲开始流行，
预示着文艺百花齐放的春天来到了。
到了 1986 年，我购置了一台 16 英寸
的彩色电视机。那时，这可是一个稀罕

E-mail:ccwbwq＠163.com

主编 郑福荣 宋蕾 责编 利少峰 美编 吉思进 校对 张丽萍

□费伟华

物。邻里们从来没有看过彩电，就早早
地围坐在院子里等待着，我用毛竹竿接
上天线后，打开电视机，大家有说有笑
地观看电视连续剧《西游记》，尽管电视
的清晰度不高，然而高科技与影像艺术
结合，
还是把人看得如痴如醉。
进入新世纪后，液晶电视机开始进
入普通家庭，我也换上了两台液晶电视
机。我怎么也想不通，原来又厚又重的
电视机，
一下子会变得那么薄那么轻巧，
科技的力量真是无穷。观看数字电视就
像在看电影，画面清晰，音质动人，再也
不用每天守着时 间 ，等 待 电 视 台 的 播
出。想看什么，只要用手指轻轻一按遥
控按钮，
点播节目马上让我如愿以偿。
小巧便捷的平板电脑的出现，使我
经常可以随身带着它上网和娱乐，增加
了生活的情趣。不想，一晃微信时代就
来了，手机把过去的传统完全颠覆了。
我现在一部手机在手，就可行走天下。
通话可以面对面聊天；消费只需轻轻一
扫；导航想到哪里精确无误；亲友群把
五湖四海的人聚在一起；购物手指一动
即可；就是发个稿子立马就可到编辑手
里……手机成为我的“顺风耳 ”
“ 千里
眼”，
觉得地球越来越小了……
勃 勃 生“ 机 ”，改 变 了 我 的 思 维 方
式，改变了我的思想观念，改变了我的
生活方式。潜移默化之中，我也跟着时
代的步伐，伴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不
断地推动着自己接受新事物，学习新知
识，
掌握新本领，
享受新成果。
（作者原工作单位：浙江省长兴县
教育局，63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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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人健身的快乐

我 40 岁就患上了高血压，50 岁又得
了糖尿病。2005 年，我才 52 岁，就因为
身体健康原因而提前退休。
与此同时，我老婆又被查出患了乳
腺癌，在手术和化疗完成后，虽根除了
癌症，但她的身体状况极差，就是个感
冒都极难好，
三天两头往医院跑。
由此我和老伴把生活的重心都放
在了健康上，看电视主要是看养生健
康类的节目，每餐饭都在考虑怎么营
养搭配。
我们俩最大的梦想就是有一个健
康的身体，
能健健康康地白头偕老。
虽然我常常幻想我们身体都很健
康，但我又正视现实，健康是幻想不来
的，
靠的是自己坚持锻炼健身。
我和老婆开始坚持出去早锻炼，开
始行走、慢跑、打羽毛球、跳绳、抖空竹，
在尝试各种晨练方式后，我们最后确定
了：打太极拳才最适合我们夫妻俩的身
体状况。在打了几年的太极拳后，我和
老伴的精气神好多了，腿脚也比以前利
索多了。
在 体 会 到 晨 练 的 好 处 后 ，我 们 对
各种健身之法都十分关注。去年的夏
天 ，当 得 知 一 种 名 为“ 回 春 医 疗 保 健
操”正在全国普及流行后，我们赶紧从
电脑上下载来看，看后感觉这个健身
操不错，除了能全身按摩拍打到位，还
能指导我们按揉身体的许多穴位，对
许多老年病有作用。看了这个健身操
后，我突然有一个新想法：我要向更多
的老年朋友推荐这个健身操，要做一
个健康的传播者。
我 把 我 的 想 法 告 诉 老 伴 ，老 伴 也
欣然赞同，她把她习练太极拳的影像
录放机贡献出来，录上了“回春医疗保
健操”。
晚上 7 点半，我开始把录有“回春医
疗保健操”的录放机拿到小区晨练的地
方去放，并和老婆带头来做。头两天，
有些路过的老人驻足下来看我们做这
种健身操，当他们见这个健身操确实有
保健作用后，也开始跟着比划，渐渐跟

人生
絮语

在我们后面做操的老人越来越多，最后
居然达到了 50 余人。
我带着这一群老人做了半年保健
操后，老人们纷纷向我诉说着做“回春
医疗保健操”的好处，并且都由衷地向
我和老伴表示感谢，感谢我们给他们带
来了这么好的保健操！并且无私地将
家里的录放机贡献出来。
有的老人还建议要给我们付一点
录放机的电钱。我和老婆坚决不同意
收，我从心底里说："能为大家做一点事，
我们也得到了快乐！"
有些老人见我们执意不收钱，便联
合做了一个匾，送给我们，这使我们既
感到快乐又有几分感动。
有一次，我应邀到一个山区县份开
一个"文化座谈会"，在和与会代表爬山
观景时，大家都气喘吁吁地，当见我气
不喘，便赞我不像 60 岁的老人，这么有
精神。我赶紧说这是我坚持锻炼的结
果。我说："我每天早上坚持打太极拳，
晚上做医疗保健操。随后，我就向他们
介绍了做"医疗保健操"的好处。我的现
身说法立刻引起了大家的兴趣，大家纷
纷表示回去后也要坚持锻炼，也要做"医
疗保健操。"
自此以后，我每次外出开会，都要
向与会代表们推广我的健康之法。在
我的推广之下，有些地方都开始流行做"
医疗保健操"了。
我尝到了做好事善事的甜果，就更
热心推广“医疗保健操”了，凡有亲朋好
友到我家做客，或我们到亲朋好友家走
动，都会向他们介绍做“医疗保健操”的
好处，
并建议他们也要坚持做。
2014 年 6 月，我带领社区居民做保
健操的事迹受到了武汉电视台体育频
道的采访，并以“志愿者汤礼春”的标
题播放了，这对我是莫大的鼓舞。我
会坚持带领社区居民做保健操，给社
区居民带来健康，也给自己带来健康
和快乐。
（作者原工作单位：湖北省老河口
市文化局，67 岁）

老伙计，
别生气

退休了，
难得悠闲，
没事常到小区凉
亭下，
或街道口老年活动中心坐坐，
与一
些老伙计聊聊天，
扯扯家常。
闲聊中，常听到有些老伙计发脾气
撒怨气，
有人谈的是老伴，
有人谈的是儿
女，还有人谈的是街坊邻居、菜市场、大
街上等一些不愉快的事，我看他们往往
红头涨脸气得不行，
总会婉言相劝：
老伙
计，
别生气……
我过去也是一个爱较真、
爱生气、
爱
抱怨、
爱斗气的人，
现在一年 365 天，
一天
24 小时，再也没有闲工夫了。春看百花
秋赏月，
夏享凉风冬观雪，
总无闲气挂心
头，一年都是好时节。其实不是身边没
有事，而是心中没有事了，花吐艳，蝶飞
舞，
清风拂，
细雨飘，
无忧无虑无烦恼，
忍
耐是快乐之门。
和老伴斗什么气，那毕竟是陪伴一
生的另一半，虽说各有不同的性格和爱
好，但宽恕宽容就没事了，越计较越狭
窄，越宽容越宽阔，夫妻和睦，一家之
福。和儿女斗什么气，
那是你亲生的，
时
代不同了，三观也不同，分歧难免，心想
太多疲惫，
事太在乎会累，
儿孙自有儿孙
福，不计较就没事，管得多就烦得多，家
和兴万事，
家衰吵不停，
多包容少计较就
没事。看不惯慢慢看，
想不通慢慢想，
多
一份平和，
多一点温暖，
不计较不管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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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没事。菜市上、
大街上，
遇到不顺心
的，
不和别人计较。让路不是呆汉，
让人
一着天宽地阔，
你若真的生气了，
那就是
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忍得一时之
气，
免得百年之灾，
忍耐后面是黄金。
老伙计，别生气，量小非君子，无度
不丈夫，咱们这茬人活到这般年纪，经
历的苦难和坎坷够多了。天黑了，有
人喜欢有人惋惜，下雨了，有人高兴有
人厌恶，世事就如此，再正常不过了，
不气不愁，能活白头。一个人只要有
了好的心态，眼前总是鲜花和艳阳，如
果心态不好，事事计较，眼前总是狼虫
虎豹烂泥破墙，心地狭窄的人，世界也
是狭窄的。
老伙计，别生气，人生无处不青山。
年龄大了，
活在世上的日子不多了，
生气
催人老，
笑笑变少年，
眼下我们的物质生
活多么幸福呀，兜里有钱，屋里有米面，
冰箱里有肉，
柜里有衣，
脸上有笑。想开
点，看好的、吃香的，弃恶的、躲臭的，喝
喝茶，
翻翻书，
看看电视，
出外旅游旅游，
安心享点清福。你计较的越少，烦恼就
越少，再狭小的心胸，再坏的脾气，只要
自己能放得下，想得开，心情总会愉悦，
生活总会幸福。
（作者原工作单位：河南省济源市
职工子弟学校，68 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