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退休生活
审稿：张卫民 责编：邓 娴 版式：邓 娴 总检：尹一冰 邮箱：syrbls@163.com2017年9月7日 星期四

编者按：日前，市委老干部局以“学精神、学先进；献计策、献成果”为主题，举办全市离退休干部“两学
两献”征文活动，离退休干部积极参与，围绕邵阳经济社会各方面，畅谈党的十八大以来邵阳发展新变化，
展望美好未来。本版今日起陆续摘发部分老同志的文章。

刚刚退休的时候，我终于有了如释重
负的感觉，终于闲了下来，终于可以有时
间来细细品味自己的家乡。

说实在的，我走过家乡的所有乡镇，
我熟悉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我也把我的
青春奉献在这里。

我爱烟雨中的崀山如诗如画，那里有
气势磅礴亚洲之最的“天生桥”，那里有神
形兼备的“将军石”“骆驼峰”，那里有鬼斧
神工的“天下第一巷”，那里有地造天设龙
腾虎跃的“鲸鱼闹海”。我爱奔流的夫夷
江如歌如泣，我在那里畅游，仰望蓝天白
云，近看鱼虾成群，两岸稻花飘香。我爱
秋日里的金橘如痴如醉，落日余晖中人们
满载而归，是收获，是喜悦，更是希望！

我爱家乡美丽的传说，舜帝南巡赐名
山之良者崀山。四千五百年前的新石器
文化遗址，让我对古老文明充满着想象。
农民起义的古战城堡，激起我澎湃的热
血。晚清重臣的宗祠墓葬，让我由衷地敬
仰。汉、瑶、苗、壮多彩的民族风情使我深
深陶醉。

2010 年 8 月，崀山列入世界自然遗
产名录。世界自然遗产的金字招牌，带
给了新宁全新的发展契机。终于，新宁开
通了第一条高速公路；终于，邵新公路
改 造 完 成 。 我 们 与 外 界 联 系 更 便 捷
了。终于，新宁可以开始梦想飞机场、
铁路。更让人欣慰的是，我们村村通
了公路。

我喜欢亲手采摘黄澄澄的脐橙，看脐
橙价格上涨，听果园里的欢声笑语。我喜
欢穿行于青山绿野之中，看一座座小水电
站，它们带来光明和财富。我喜欢漫步在
新的工业园的大道上，数着一家一家新的
企业。

我们终于也有了红绿灯，在车水马龙
中我看到秩序。明亮的新路灯，众多的摄
像头，我看懂了城市的祥和稳定。

我在这里工作，我在这里生活，我也
将在这里老去。

著名诗人艾青在这里工作过，也在这
里生活过，更在这里写过动人的诗句：“为
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
地爱得深沉……”

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毛耀洲

8月22日，两位老人正在新邵县城赛双清公园练习太
极推手。 童中涵 摄

“既无大喜又无哀，岁月熬得白衣催。人老幸喜
心未老，老有所乐乐开怀。”陈火荣老人用这样一首
诗总结起了自己的退休生活。退休十多年来，他时
而埋头苦思创作诗词，时而背上相机四处采风，用兴
趣爱好充实着自己的退休生活。

2005年从市交通局退休后，陈火荣老人并没有
闲下来，他醉心于集报和剪报。“我是一个喜爱收藏
的人，自1969年以来，就一直喜爱收集《红旗》杂志

和创刊号报纸及号外报，并多次参加湖南省集报协
会组织的大型展览会。”陈老告诉记者，他先后主编
了《中华陈氏报》《门球报》《昭陵雅韵》，还出版了《中
国红色期刊发刊词》和《中国城市痛放》两本书。

为丰富自己的退休生活，陈火荣老人还在老年
大学学习摄影和诗词写作。“以前照相机很少摸过，
所以我首先选择了学习摄影。”陈老告诉记者，通过
向专业老师学习，他的摄影技术不断提高。他拍摄

的《客运班车进农村》在《邵阳日报》登出。他创作的
《雪峰山隧道》照片被《邵阳文史》采用，他还成为邵
阳市老年摄影家协会会员。“后来我又参加了老年大
学诗联班学习，一直坚持到现在，通过几年学习，在
诗词写作方面进步明显。”陈老介绍，近年来他共写
了近200首诗词联曲，不少作品还被编入《中华旅游
诗词千家选粹》等书籍。

（童中涵）

老有所乐乐开怀

老年羽毛球，这是我们
几个老人给它起的名字 。
就是在打的过程中，基本不
像青年人在运动场上那样
激烈的跳跃、冲杀，而是重
在球打出去如何使对方好
接，一次能打多少个往返不
落地，我们又叫它为“和平
球”。我和我的老搭档刘老
每隔一天打一小时，十多年
不断线。

如今我72岁，刘老已79
岁。两个人打起来小球往返
一二百个不在话下，最多我
们打过往返1000多个。偶遇
青年与我对手，见其像猛虎
下山，狠杀狠扣，我接不上，
往往就批评人家：“打的什么
东西？！”每每遇此，刘老即笑

而“解围”：“羽毛球，当然还
是青年这个打法正规，有技
艺、有刺激、有看头。我们那
个‘和平球’，则是人老体衰
不得已而为之。”不过，老年
羽毛球，对上了年纪的人，经
常打打确实好处多多。

打老年羽毛球，是一种
休闲，也是一种乐趣。当技
术不断提高，打到若干球不
掉时，心里便是美滋滋的。
若旁边再有观赏人拍手叫
好，那便更浑身来劲。我们
打球，都不是单个行动，约好
了的，至少两三对，四五个
人，其中还有几个女同胞，大
家轮换上阵，说说笑笑，其乐
无穷。时而再来个“男女搭
配”，打球就更加“不累”了。

爱上老年羽毛球

王 弋

前些年，刚退休的老爸
有两大爱好：一是经常和老
妈逛逛超市、农贸市场；二是
钓鱼。他更钟情后一个。

说起钓鱼，老爸的“钓
瘾”可大呐！隔三岔五，只要
天气适宜，他便约上一两知
己，带上渔竿、鱼饵等垂钓物
具，高筒套靴一穿，车子一跨
去钓鱼了。

他一般不钓家鱼塘，总
是骑车到二三十公里以外、
远离闹市的野塘去钓。他
说，在那里，听不到各种噪
声，闻不到汽车尾气，特别是
在春秋两季的黄金季节，绿
水蓝天，清新空气，加上日光
浴，在这样的环境下垂钓，给
人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

老爸钓鱼技术娴熟，最
多一次钓过将近四十斤，也
曾钓过一条十斤以上的大
鱼。当然，老爸也常有空手
而归的时候，但他乐此不疲。

老爸隔三岔五去钓鱼，
忙得不亦乐乎，我家不时也
分享到他的“成果”。只要钓
到鱼，老爸就在第一时间打
电话喊我去拿鱼，我呢，总觉
得经常吃不劳而获的“白大”

鱼，心里有些过意不去而婉
言谢绝，这一下，老爸反而有
点不乐意了，对我直言：“实
话说，我钓的鱼，一大半都送
人，吃鱼没有钓鱼欢，钓鱼是
我晚年生活中的最大乐趣！”

确实，我发现老爸喜爱
上钓鱼后，无论是心态上，还
是身体上，都的确有了不小
的变化。

先说心态。老爸退休回
到家中，一种莫名的寂寞感、
失落感油然而生！后来他爱
上钓鱼后，他最大的感受是
当提竿半蹲塘边，注视几米
或几十米绿水中的浮漂与那
池水一线牵的境界时，什么
名利、功过、得失、忧愁等等
挂心的事，统统抛到了九霄
云外。

再说身体。现在年近七
旬的老爸，腰板硬朗，精神十
足，血压一直保持平稳，多年
的脂肪肝也好了。常言道：
心态好，身体就好。老爸能
有今天这样的好状态，和他
退休后爱好钓鱼有直接关
系，因为他钓的是快乐，而
快乐又往往是与健康长寿
相伴的。

老爸退休钓“快乐”

顾 年

有两件事媳妇耿耿于怀。其一，那年我和
朋友去省城办事，热恋中的儿子带女友到宾馆
来看我，他们离开后，朋友说，你儿子感觉比媳
妇更漂亮些。我这人嘴欠，后来竟当着全家人
的面，一字不漏地把朋友的话讲了出来，媳妇
大为不满。

其二，婚后儿媳怀孕，产前住进医院，要施行
剖腹产。为了消除她的紧张情绪，我说：“人的疼
痛分为12级，被蚊子咬了是1级痛，女人生孩子
是第12级痛，那么13级痛是什么？就是女人生
孩子时被蚊子咬了一口。”我本意想调侃一下活
跃气氛，但我手法不够高明，也缺乏幽默感，结果
没人为我的“笑话”发笑。

此时亲家母也陪在医院，媳妇认为我完全
不像她母亲那样体贴她心疼她，听了“笑话”后
对我更为不满。

亲家母得知女儿对我有意见后，找个机会
把这两件事告诉了我。她提醒我以后讲话要
注意些，免得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亲家母的一番话令我吃惊。想想自己真
是脑子进水了，怎么就没站在媳妇的角度思考
问题呀！朋友本是恭维，你却只顾自己高兴而
没考虑媳妇的感受，忘了她是一个内敛传统的
女孩；讲“瓜熟蒂落、疼痛如蚊子咬”，原是想鼓

励她坚强，也想调节现场的气氛，但毕竟显示
了自己的轻松。

我内疚，又自我调侃地对老伴说，唉，现在
媳妇可是我的领导，讲话得小心谨慎啊！老伴
说，你以为谁都像我一样听你胡说八道，你这
个大嘴巴也该反省反省了！

想想媳妇曾手把手地教我学电脑，曾为我买
一年四季的时装，曾在我生病时关怀备至悉心照
料……而我呢？看来我这个婆婆不太称职。

机会终于来了，某杂志征文：给TA的一封
信，征文要求TA可以是任何人。我不睡觉起
草了一篇文稿：孩子，我痛着你的痛！把对媳
妇的爱和愧疚之情表达了出来。

一个月后我收到了样刊。强压下心头的
欢喜，我请全家到酒店吃饭。虽说稿费还不够
餐费，但用这样的方法向媳妇道歉一石二鸟，
也算重拾了面子。媳妇释怀了，她对儿子说：

“其实我也有错，明知妈妈有些话并不是对我
有意见，但就是有点较劲。”

俗话说，要想好，老敬小。这里的“敬”非
是“恭敬”，而是“尊重”。婆媳关系不同于母女
或姐妹，更不同于两口子，说话绝不能大言不
惭口无遮拦。意识到了这点，以后我“收敛”了
不少。家和才能万事兴，不是吗？！

我和儿媳的“战争”
刘淑萍

我们小区里的刘大爷70岁
了，以前一直三天两头跑医院，
可最近当我看到他时，惊奇地
发现他容光焕发，腰板还很硬
朗，红润的面色更让他仿佛年
轻了十岁，我不由得大感惊讶。

刘大爷告诉我，他和老伴
去北戴河住了两个月，这才刚
回来。今年的夏天特别炎热，
而 他 却 过 得 相 当 地 清 凉 舒
适。听他开心地说，今年11月
份还将去海南三亚过冬。刘
大爷这样的幸福日子，过得真
让人羡慕。

今年 6 月下旬，刘大爷和
老伴来到北戴河避暑，他们采
用了动静结合的方式来疗养身
心。早上，老俩口 5 时就起床
来到海边慢跑，心旷神怡地呼
吸着清新的晨风，白天则去游
览各个名胜古迹，晚餐后再到
海边踏浪。傍晚回到住地乘凉
时，消夏舞会也开始了，他们
和老友们一起潇洒地跳舞、纵
情高歌，心情快乐到了极点，
感觉这是在享受舒适的“第二
人生”。

原先，刘大爷退休后一直
闲在家里，由于患有心脑血管
和风湿疾病，因此每到冬天时
就特别遭罪。后来他从电视里
看到，有些老年人在冬季选择
去海南生活，这让他非常兴
奋。因为三亚冬天温暖的气候
和良好的生态环境，非常适合
度假养生。于是，去年11月他
就飞到了三亚去过冬，因为每
天都能看大海，居住的酒店里
也是娱乐健身样样全，吃住舒
适，价格又实惠，比在家里还舒
服，所以就此尝到了甜头。刘
大爷和老伴对“候鸟式养老”体
会最深的就是——冬天冻不
着，夏天热不着。

在三亚，刘大爷找了一个
固定的老年公寓，里面有几十
位来自祖国各地的老年人，一
起体验优哉游哉的养老方式。
刘大爷有多种爱好，他平日里
以围棋和书法交友，因此生活
得悠然自如。刘大爷的老伴是
个歌唱达人，她则和十几位

“候鸟阿姨”成立了“候鸟合唱
团”，每个周末都要聚在一起
自唱自娱。

每当夜幕降临，刘大爷牵
着老伴的手一同来到广场上，
和老友们唱响一曲曲优美的老
歌，跳起欢快的交谊舞，瞬间就
似乎回到了青春岁月。每晚入
睡前，刘大爷和老伴还要在微
信的朋友圈里晒风景、晒美食，
和大家分享自己的快乐。

享受候鸟式养老

陈卫卫

8月30日，市旗袍协会第十二团老人们在表演旗袍秀。该团有30余名团员，平均年
龄66岁，她们展示美丽、树立自信、热爱生活。 杨敏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