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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3日下午，伴随着现代京剧《智取威
虎山》片段《只盼深山出太阳》的经典唱腔，市
文化馆京剧活动室创建十周年京剧演唱会正
式拉开帷幕。市京剧票友协会的票友们用精
湛的技艺给现场观众献上一场视听盛宴，现场
京腔京韵萦绕，叫好连连，气氛火爆。

演唱会有清唱、对唱，也有彩唱、表演唱；
既有现代京剧，也有传统名剧名段；流派纷呈，
精彩不断。台上，一字一韵，一板一腔，倾情演
绎；台下，座无虚席，全神贯注，拍手附和。演
员们的演唱或高亢雄壮，或细腻沁人，将角色
演绎得惟妙惟肖，拿捏得恰到好处，一招一式
都令场下观众频频叫好。88岁高龄的禹伯规
和82岁的邓首安精神气十足，登台演唱《空城
计》选段，唱念做沉稳规范，韵味醇厚，精明与
机智就在一蹙眉一浅笑中流淌，引来全场一片
叫好声。李又敏声情并茂地表演了《霸王别

姬》选段，生动淋漓地表现了一位有情有义的
末路英雄悲叹命运。王文税、兰兰对唱《白毛
女》选段，动作配合默契，唱腔委婉悠扬，激起
全场阵阵掌声。

李承汉今年66岁，年轻时受革命样板戏
的影响，他能哼唱几句京剧。从湖南第一纸
板厂退休后，爱好唱歌的李承汉跑到市老年
大学，本想报名参加音乐班的，可一听说这
里开办了京剧班，他毫不犹豫就报了名。在
杨晓珊和苗爱红两位老师的耐心指导下，他
深刻领悟到国粹的风采和韵味，学会了很多
经典京剧选段。“京剧能让人学到的东西太
多了，忠、孝、仁、义等传统文化都包含在里
边。”说起京剧，李承汉滔滔不绝。在他的眼
里，京剧能教给人很多做人的道理，让人懂
得尊重与责任。现在，京剧已经是他生活中
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每天早上起床，他做

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唱上一段，拉拉嗓子，做饭
时哼上几句，晚上静下心来进行京剧动作模
仿、对口型练习。“不知从什么时候爱上京剧，
京剧就是我生命的全部。”李承汉如是说。

易炜辉登台演唱了京剧《故乡是北京》，有
板有眼，场下叫好一片。受家庭环境的熏陶，
现年59岁的易炜辉从小爱唱京剧《红灯记》

《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样板戏。1976年，
参加邵阳地区首届文艺班半年的学习后，她
进入湖南省祁剧院工作，成为一名祁剧演
员。退休后，带外孙、照顾年迈的母亲，几乎
成了易炜辉生活的全部，但对京剧的热爱程
度丝毫不减。“一边拖地、抹桌子，我一边唱
京剧。有时候兴致来了，带孩子也要哼上一
段。”易炜辉笑着说，京剧是她的精神食粮，不
仅锻炼了她的身体，而且也愉悦了她的身心，
让她越活越健康、越唱越年轻。 （陈贻贵）

传承国粹精华 唱响夕阳美景

在单位，大家都在忙工作。
只听小李对着电话一通大呼小叫，
听了一会儿，大家都听出来了，小
李在给父母打电话，因为父母借钱
给一个不靠谱亲戚的事，小李斥责
他们老糊涂了。小李的口气生硬
又严厉，简直跟训孩子差不多。这
时，同事大张听不下去了，对小李
说：“小李，你怎么能这样跟父母说
话呢！”小李挂断电话，气还没消，
愤愤地说：“人老了就爱犯糊涂，这
个亲戚坑蒙拐骗，我爸妈不是不知
道，还把钱借给他！”

大张一脸认真地说：“不管因为什
么事，都不能跟父母这样说话！这
样最伤老人的心。有什么事，都应
该耐心给父母说。你以为你给父

母钱、陪他们旅游什么的，就是孝顺吗？真正的孝
顺，体现在和颜悦色对父母说话上面。孔子曾说
过“色难”，意思是孝敬父母什么最难，不给父母脸色
看最难。无论父母怎么做，不嫌弃，不发脾气，始终
对父母和颜悦色，这才是真正的孝顺，这也是对父
母的敬重……”

大张的一席话，我听得脸上直发烧。有多少
次，我像小李一样，不给父母好脸色，冲他们发脾
气，甚至无所顾忌地训斥他们。上次回老家，我因
为母亲买了保健品，上了当，对母亲吼了半天。母
亲像个做错事的小学生，一声不敢吭。妻子在一旁
看不下去了，对我说：“你怎么能这么跟妈说话，讲
道理就心平气和地讲……”母亲还没等妻子说完，
赶紧说：“这件事是我做错了嘛，不怪他发脾气。”父
母就是这样，无论儿女怎样做，他们都会原谅。

私下里，妻子对我说：“你以后对父母脾气好点，你
的那种态度，其实也是一种暴力，会让人产生非常糟糕
的情绪。上次你训斥妈，我看到她脸色很不好看，好像
有一种负罪感似的，这样会让她好几天都不开心。”

如今听了大张的话，我才醒悟。“色难”，不给父
母脸色看最难。其实，很多时候儿女习惯了给父母
脸色看，因为他们很清楚，这个世界上父母是最包
容儿女的，不会像外人一样因为你态度不好而造成
什么后果。越包容，越无所顾忌。可不给父母脸色
看真的很难吗？不是的。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和颜
悦色对父母，即使你不满意他们的做法，也能和气
地表达你的想法；即使他们做错了，也能微笑着给
他们讲道理，要做到这点并不难。尊敬父母，关注
他们的情绪，在乎他们的喜怒哀乐，不仅给他们物
质赡养，也要给他们精神赡养，给他们好心情，每个
做儿女的都应该能做到这点。面对父母时，告诉自
己，他们是你最亲最爱的人，他们对你的爱是天底
下最无私的，你有什么理由不给他们好脸色？时间
久了，习惯成自然，你会更加敬重父母。

那次想通了之后，我对父母的态度有了很
大的变化。和颜悦色对父母，我从他们脸上也
看到了更多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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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了，按说工作了大半
辈子，可以修养心身了，谁知
却一下子无所适从起来。

爱人总说，退休了你一不
会养花种草，二不会玩石遛
鸟，就得找个地方看大门得
了。爱人的话让我来气，现在
保安都用不了，哪有那么多大
门让我看。

不过爱人的话倒提醒了
我，是，咱是不会养花喂鸟，可
咱搞了多年的文字工作，写点
东西打发时光总行吧。

也许大半生的生活积淀
太丰富，灵感来了竟有那么多
总结感悟的东西要写。人们
都说进入老年要早睡早起，每
天早上5时，我按时起床，沿
着公园散步半个小时，然后回
家抱出电脑写东西。一篇千
字小文，不到一个小时就告完

成。接下来是读报看报，找寻
适合文章发表的报刊投寄。
然后再构思，再码字。如此反
复，时光就在构思、写稿和发
稿的节奏中悄悄溜走了。

不知道是我的文采赢人，
还是我撷取的题材吸引人，没
过多久，许多报刊上就有了我
的名字。我写的《母亲的芝麻
小事》、《婆媳斗法》、《老婆的更
年期》先后被许多报刊采用，随
后收到很多报刊寄来的稿费，
这让我大喜过望。

拿着稿费单我沾沾自喜：
咱不用去看大门，码码字，投
投稿，就名利双收。爱人听了
又泼过来一瓢冷水：当心整天
抱着个电脑，把眼睛熬坏了。

爱人说的还真是，这段时
间醉心于写稿发稿，沉迷于电
脑，出门上街，几米外看人都

模糊。想到此，我吓了一跳。
这可不行，不能因为写稿，累
坏了眼睛啊。

一天下乡，看到很多老年
人在悠闲垂钓。我突发灵感，
是啊，以后写稿累了，可以来
这里钓鱼，能否钓到鱼且不
管，可以看看远处的树，近处
的水，既可以消除眼睛疲劳，
又可以修身养性。

那天周末我一口气写了
一篇五千字的散文，离开电
脑，顿感眼睛发涩。我突然想
到去钓鱼了，于是拿出前几天
备好的鱼竿来到河边。

两个小时的垂钓，不仅身
心得到放松，而且还小有收获，
两条大鲤鱼外加一堆小鱼。小
鱼放生，大鱼回家清蒸。

爱人看我拎着两条鱼回
家，喜上眉梢，肉麻地夸奖：咱
老魏真行，退休了既有稿费
花，还有鱼吃，老公真棒！

看爱人心花怒放的样子，
我也开心地笑了。

退休后的新活法
魏益君

邻居家的婆婆今年突发脑溢血，虽经抢救
脱险，但却留下了半身不遂的后遗症。此前婆
婆买菜做饭拖地，接送孙子，照料儿子家的一
切。现在她生活自理都有些困难了，无奈之下
提出要去养老院，儿子坚决不同意，“把母亲送
去养老院，亲戚朋友会怎么看我？养儿防老，天
经地义，您就安心呆在家里好了”。可是老人看
到儿子媳妇一天到晚忙个不停，深为自己成为
他们的负担而忧心，下定决心一定要去养老院。

个人觉得，父母主动提出去养老院养老，这
是其对子女最后的贡献和牺牲。一辈子克勤克
俭，最后动不了，还怕拖累子女，不愿给家庭带
来负担和压力，只要自己一息尚存，只要晚辈过
得好，自己再艰难再委屈也心甘情愿。

但从子女辈来说，则应该尽自己最大的能
力来赡养老人，所谓“养老送终”，这既是中华民
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法律赋予我们的义务和责
任。应该想到，父母到了要去养老院时，便是到
了人生最后的关隘，此时，名利地位财富等一切
身外之物他们都不再稀罕，他们要的，只是子孙
安好，只是亲情呵护。为人子女，如果条件许
可，此时不尽孝更待何时？著名作家贾平凹在
母亲去世三年后着文《写给母亲》，文中说“父母
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走，人生只剩归途”。董
卿举办的《朗读者》节目中，由斯琴高娃朗读这
封信，感动了台上台下无数的观众，贾平凹文中
说自己想起母亲便“热泪肆流，长声哭泣”，为人
子女者当深思。如果自己条件尚可，如果老人
并不真的愿去养老院，子女当义无反顾接纳父
母在家养老。

我国已到了老龄化社会，过去数十年实行
“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国策，
在现今竞争激烈的条件下，绝大多数家庭的独
生子女“中流砥柱”的确是难以承担双方家庭父
母养老，加之由于生活条件的改善，人的寿命也
延长很多，在这样的情况下，各类养老机构应运
而生，各种各样的服务也在逐步完善和健全。
如果老人的确是从内心愿意去养老院生活，只
要经济条件允许，只要子女能经常去看望和安
慰，也是可以的，人们不必说三道四，这也是时
代发展的趋势。

该不该去养老院
刘淑萍

有人说，人生像山，高大
巍峨；有人说，人生像路，蜿延
曲折；有人说，人生像云，飘忽
不定，随风而去；有人说，人生
如镜，以人为镜，可以明得
失。芸芸人生，众说纷纭。
依我看，人生更像是一本
书。你既是这本书的作者，
又是读者。你在读自己的同
时，还在不断地读别人。只
有这样周而复始地读，才能
读出人生的酸甜苦辣，喜怒
哀乐。“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
上下而求索”。人的一生也
是不断探索的过程。只有不
断地探索，才会让自已活得
更有价值和意义。人生文章
万万千，只要你完全读懂以
下这三篇，虽不能称其为完
人，也算用功苦读之人。

一、孝道篇
孝道，是五千多年中华文

明沉淀起来的瑰宝。有了孝道，

才使人类不断繁衍，薪火相传。
“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
义，”“百善孝为先”，动物尚且如
此，身为万物之灵的人，更应懂
得感恩，孝敬父母。父母对孩子
的爱是无私的，是不计回报的。
母爱如水，细腻，温柔。父爱如
山，坚毅，深沉。人，什么都可以
选择。唯独不能选择父母！

养儿防老，积谷防饥。
孝敬父母，不仅仅局限于物
质上的赡养，精神上的慰藉，
更多的是需要陪伴，陪伴父
母安度晚年是最大的孝道。

二、道德篇
人，首先是立身，然后是

立德，其次是立言，而更重要的
是立德。德是德性，是一个人
的品质修养，情操的展现。德
靠自已修炼，靠自律。老子的

《道德经》博大精深，对中华文
化影响深远。《礼记·大学》中提
到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

下”，对现代文明仍具有很强的
指导意义。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更是我们立德的行动指
南。一个有道德修养的人，必
须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
运联系在一起，做一个对家庭，
对社会，对国家有贡献的人。

三、励志篇
人，应志存高远。“有志之

人立常志，无志之人常立志”。
“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长百
岁”。这些至理名言告诫人们，
人必须具有远大的理想与抱
负。一个没有志向的人，就是
没有灵魂的人，恰如酒囊饭袋，
行尸走肉！有了理想与抱负
还远远不够，还要持之以恒去
奋斗，才能成就自己的事业与
辉煌。“业精于勤而荒于嬉，行
成于思而毁于随”。勤奋是立
身之本，勤奋是一辈子取之不
尽、用之不竭的财富，谁越勤
奋，谁离奋斗的目标就越近。

每一个人，都有必要认真思
考和践行：做孝道的继承者，道德
的捍卫者，励志的拼搏者，正能量
的传播者！从而使自己的人生更
加精彩辉煌，而无怨无悔。

人生，一本难以读懂的书
何学群

◀88岁的禹伯规和82岁的邓首安在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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