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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开心”是我曾经的老领导曾广信的微
信名。起这名时，他开初用姓开头，叫“曾开
心”。结果问题来了，“曾开心”是曾经开心过，
好像现在不开心了，不好。于是他将Zeng改
成Zong，“曾经”变为“总是”，可谓一字之差，
别之千里。而“常快乐”是常姐的微信名，她姓
常，是“总开心”现在的夫人。因为先生“总开
心”，夫人怎能不“常快乐”呢？这就是他们夫
妻微信名的由来。体现出一种精神的追求，生
活的情趣。

“总开心”与“常快乐”四年多前相识于异
国他乡，现定居新西兰。他们计划是每三年回
国一次。这次回国，各地辗转之中，特地到长
沙稍憩，来会会老同事，严格说是看看老部下。

大家几年未见老领导，感觉岁月虽去，容
颜未改，“总开心”仍是腰杆笔挺，步履轻盈。
交谈中，他思维敏捷，逻辑严密，朗诵六七分钟
长诗，倒背如流。尤其到了歌厅，似乎没有

“总开心”不会唱的歌，嗓音之高亢，情绪之饱
满，令人叹为观止，很难想象已年近八旬！而

“常快乐”则夫唱妇随，游刃有余。如歌者，声
情并茂，如舞者，婀娜多姿，浑身洋溢青春的活
力。耳闻目染两位长者如此状态劲爆，忘情投
入，我与十几名参与聚会的老同事除了敬佩，
赞叹，惊讶……找不出别的词语。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总开心”给我最大

的感觉，就是有精神。他唱的歌《我和我的祖
国》，他朗诵的诗，《我骄傲，我是中国人》，无不
激情澎湃，迴肠荡气。他说，身在海外，根在祖
国。这一生，他还要争取回国十次。敢想才能
敢为，梦想成真，首先要有梦呀。他认为人生
60岁到80岁是真正的黄金时期，子女已大，工
作退休，经济较好，身体健康，一定要珍惜这段
时间好好过，一切围绕健康快乐布局……他的
夫人“常快乐”同样精气神十足。她认为，女人
可以不成功，但不能不成长。最美丽的女人，
是善于学习、不断学习的女人。她不赞成仅仅
是四十岁的女人活智慧，而是女人一生都要活
在智慧中。言谈举止间，让人感觉他们夫妻浸
入骨髓的志同道合，满满的正能量，乐观，开
朗，自信，颇有几分豪迈。

这是不是天意呢？这样一对年龄相加近
150岁的伉俪，能如此美妙地结合在一起，你得
相信绝对是上帝的眷顾。他们两人相识于
2013年。那年初的一个夜晚，平时都不去剧场
的二人在剧场偶遇，撞开了各自冰封的心扉。
在此之前，“总开心”丧偶后，已兑现诺言，坚守
三年，没摸过同龄女性的手。现在，生活仍要
继续。他对未来一半的要求主要是三点，一是
必须丧偶，不能是离婚的；二是丧偶前和睦幸
福，不可是打闹夫妻；三是年龄不能小过十岁，
因为没有时间再来磨合。谁知，这苛刻的三

条，“常快乐”竟条条具备，令“总开心”喜出望
外，深感不能错过。不过，“常快乐”的先生才
去逝一年半，她曾发誓从此不再嫁人。更糟糕
的是，儿子知道他们相处后，对妈妈说了重话，
决不许这个老头子进门。怎么办？老革命似
乎遇到了新问题。

但不久，问题就有了答案。“常快乐”这次
没能抵挡住“总开心”的袒露胸襟和足智多谋，
尤其在深入了解之后，她的心开始被融化……
她毅然卷起铺盖，离开了儿子为她添置的二层
小洋楼，只身搬进了曾家。他们早已是成熟的
智者，足以把握自己的命运。他们决心活出精
彩，不让外界看笑话。他们相信，质疑者一定
会失声。

他们走到了一起，眨眼四年多了，相濡以
沫，互为寄托，从东半球到西半球，从太平洋到
大西洋。让所有相遇的人分享他们的快乐，一
起开心。他们说，如今生活的中心就是四个
字：健康快乐。他们一起学唱歌，练跳舞，一起
读书，写字，游泳，出行……新的格局，塑造全
新的状态，开创新的生活，营造出“总是开心，
经常快乐”的氛围。浓浓的赤子心，爱国情，共
同的追求和信念，将他们从茫茫人海联系在一
起。我仿佛看到，辽阔的苍穹之下，他们正手
牵手，在夕阳的余晖里缓缓前行，迈着优雅而
无悔的脚步。

“总开心”和“常快乐”
——一对旅居海外侨佨的故事

张德强

日前，一位已有 10 余年未
曾相见和联系的退休教师给笔
者连续打来了两次电话。电话
来得很突然，也充满着神秘。

电话中没有透露出任何特
定事物的信息，但能清晰地感知
到老人有一种渴盼早日相见恳
谈的心意。

于是，笔者走进了老人的家
里，聆听了老人发自内心的声
音，也终于明白了老人为何连打
两次电话的秘密，也清楚的知道
了这位已患重病需靠轮椅出入
的退休教师的奇特心愿。

这位老人名叫蒋乔生，是
邵东野鸡坪镇中心学校的退休
教师，现居住在邵东县城兴林
汇景小区。25 岁那年的 12 月，
在本乡中心学校食堂担任炊事
员的父亲退休了，蒋乔生便接
班顶职成为了一名学校总务室
后勤工作人员。后来，他通过
勤奋学习和刻苦钻研教育教
学，不但成为了一名小学一级
教师，而且秉着优异的教学成

绩和组织管理能力，先后又分
别担任了邵东锦河学校和仁风
学校的教导主任。

正因勤劳能干和人缘广、善
管理的突出才能，上世纪 1986
年3月，老人弃教改行从事勤工
俭学工作，利用自家房屋和前坪
后山开办了中心学校铸造厂，一
直经营了七年时间，每年解决就
业人员 20 余人，共为学校创收
46万元。由于国家政策的变化
和当时经济形势转型等因素影
响 ，工 厂 于 1990 年 底 突 然 停
业。在外 100 多万元的贷款无
法收回的情况下，他却想方设法
一分钱也不拖欠的全部付清了
工人工资和学校的应交款项。

老人一生勤劳持家，教子有
方，也是令人钦佩与羡慕。养育
的一儿三女，都早已结婚成家有
了后辈，并且都过上了幸福生
活。老人的日子是越过越舒畅
了，但由于一生操劳过度，几年
前患上了冠心病、高血压、肝硬
化等多种疾病。每天只能窝在

家里，偶尔想出外晒晒太阳，看
看门外的世界，也只能依靠家人
和轮椅。

老人虽然病了，而且严重，
但是，老人的心态非常乐观，思
想十分开明，提倡厚养薄葬，反
对封建迷信等社会陋习的想法
却越来越强烈。

当笔者在老人对面坐下后，
老人拿出了早已工工整整写好
的“示儿女书”。上面写着老人
的心愿，要求儿女们在他“走”
后，不要坐夜，不要收礼，不要作
道场，必须要火化和捐献自己眼
角膜等诸多后事，以及希望儿女
要带好头多为社会做贡献。只
因自己和儿女家庭条件都非常
好，老人担心自己如此心愿唯恐
不能达成，于是，想借助媒体的
力量帮助他实现心愿。

面对枯瘦如柴却意志坚定
的老人，聆听老人发自肺腑的重
托，笔者的内心一阵又一阵的受
到震撼，同时也为这位退休教师
的奇特心愿而赞叹。

一位退休教师的奇特心愿
刘筱梅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今年 68 岁
的陈新成钟爱写诗，退休后不仅自学诗词写
作，还加入邵东县老年大学，向师长和同学请
教，潜心研究诗词。他的退休生活，与诗为伴
乐悠悠。

在市老干局组织的“两学两献”征文比赛
中，陈新成挥毫泼墨写下《喜迎十九大》：启棹
南湖奋远航，舵传几代各抒长。核心领导开
新宇，万众擎旗谱锦章。业绩煌煌民致富，勋
劳赫赫国图强。喜迎盛会豪情振，劲舞高歌
喜洋洋。“我的诗都是紧跟时事，这与我每天
坚持看新闻、读书看报有很大关系。”陈老告
诉记者，他每天都坚持阅读四小时，党和国家
最新的方针政策他也认真学习领会。“这样我
写起诗来，才能不与时代脱节，也能结合身边
发生的新变化引发新的灵感。”陈老道出了自
己写诗的诀窍。

谈起自己与诗词的渊源，陈老打开了自
己记忆的闸门。在邵东焦化厂上班前，陈新
成是一名军人。“我们那时候在湛江守海岛，
身在人烟稀少的祖国边疆，难免会寂寞，会想
家人，唯有诗词能抒发情感。”陈新成告诉记
者，正是靠着日月积累的文学功底，他从普通
连队文书干到了干部科干事。“部队那段经
历，让我积累了一定的写作基础。退休后，写
诗成了我最快乐的事情。” 陈老说，写作关
键在于“厚积薄发”，所以他要在外教书的两
个女儿，把学校的废旧书刊、报纸定期送到家
中来，没事就抄抄写写，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学
素养。

“我把写诗当成最好的养生之道。”陈老
感言，人退休，脑不能退休。通过写诗能很好
地预防脑动脉硬化、脑萎缩等老年疾病。“读
史书使人明智，读诗书使人灵秀。”陈老告诉
记者，学习古诗词不仅能使人灵秀，更重要的
是使人脱离庸俗和低级趣味，更加文明和高
雅。同时写诗能改变一个人的性格，能陶冶
一个人的情操。 （童中涵）

与诗为伴乐悠悠

在新邵县城的赛双清公园，每日清晨都有
一群银发老人在单双杠上翻转腾挪。他们虽已
是满头白发，但肌肉结实、身手矫健，这些名副
其实的“杠爷”们成为了赛双清公园一道独特的
风景。

“哟！这个老爷子不简单，七八十岁了还能
在双杠上玩倒立，换我这么年轻都做不到。”8
月22日清晨，赛双清公园的健身器材处围满了
围观的群众，原来是79岁的张伟民老人正在晨
练。只见他上了双杠后一个鱼跃翻身就倒立了
起来，双腿绷得紧紧的，腿尖笔直纹丝不动。一
身结实的肌肉，一双强有力的臂膀，让他倒立了
足足了一分钟，才翻身下杠。他潇洒飘逸的动
作抓住了大家的目光，赢得了围观人群的阵阵
叫好声。据记者了解，张老从教师岗位退休后，
一直坚持健身，练习单双杠十多年了，大小病全
无。“我每天早上起床后自己按摩穴位，接着做
上一组仰卧起坐，最后才出门跑步到公园练习
单双杠。”张老总结正是早晚不间断的锻炼，让
他有了强健的体魄。

张伟民刚下杠，71岁的舒善彪一个纵身跳
上了双杠。只见他先直臂支撑，然后身体开始
摆动，以肩为轴，幅度由小到大，最后双腿与双
杠成了平行线。舒善彪做了5组支撑摆动后，
脸不红气不喘，一个单臂支撑加双腿一跃下
杠，稳稳地站在了地上。“我原来在部队时能
完成一到七练习的全部动作，现在年纪大了，
出于安全考虑只做一组简单的练习。”舒老告
诉记者，现在他还能做60多个俯卧撑，单杠卷
腹上杠也是轻轻松松。“我现在把胸肌硬起来，
一般的小伙子打两拳也是经得住的。但我出一
拳，年轻小伙没几个受得了。”舒善彪告诉记者，
部队的磨砺让自己有了金刚铁骨，外加多年的
勤加苦练，让自己保持了良好的身体状况。

（童中涵）

赛双清公园的“杠爷”们

在美丽神奇的绿洲——绥宁，有
这样一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团
队。他们不忘初心从未间断对党
章、党规的学习；他们组建的夕阳红
歌舞团定期为群众免费演出；他们
在老干活动室设置好人好事宣传
栏，让乐善好施、助人为乐成为风
尚。他们就是绥宁县公安局退休老干
支部的党员们。

每月逢十为绥宁县公安局退休老
干支部集体活动日。在每月的第一个
集体活动日，支部书记刘先腾同志组
织全体党员学习了党章，重温了入党
誓词。同时，通过组织学习党报党刊，
并撰写心得体会。围绕党的十八大以
来国家的新变化、新成效，每个党员同
志都拿起了笔，把退休后的心得体会
浸透在字里行间。

为更好地展现老同志的风采，老
干支部还定期组织大家开展丰富多彩
的文娱活动。年近七十的谢余斌就是
一个得力的文艺骨干，他把爱好吹、
拉、弹、唱、跳的老年朋友组织起来，成
立了“夕阳红"歌舞演出队。他们自筹
资金，买来乐器、音响、调音器和演出
服装，定期在长铺大桥亭子处免费演
出，自编一些喜闻乐见、符合时代节
拍、积极向上的歌舞节目，受到广大群
众的称赞。

为营造乐善好施、助人为乐的新
风尚，老干支部在老干活动室专门设
置好人好事宣传栏，不少乐善好施的
小故事涌现出来：有修路填坑的、有乘
车遇见有难而相帮的、有对残疾人施
舍的……

在开展文体活动时，老干支部还
十分注重健身项目的开展。垂钓作为
一项有益身心的户外运动，成了支部
成员们的共同爱好。他们老手带新
手，学习怎样挂饵，怎样定浮漂，怎样
抛竿，全神贯注只等鱼儿上钩。中鱼
者满脸笑容，喜笑颜开。不中鱼者，也
不气馁，更是自我安慰，其乐融融。同
时，老干支部还定期组织老人们打门
球，通过门球运动强健大家体魄。80
岁高龄的于汉龙和肖见旭精神抖擞，
除了天降雨雪，几乎每天都活跃在门
球场上。他俩不仅自己参战，还负责
对新队员进行言传身教、耐心指导。
他们组建的球队被市公安局推荐，有
幸参加了全省公安系统在永州举行的
老年门球赛。 （童中涵 陶永煌）

神奇绿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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