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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父亲说起我的一个本家大
伯，不停地叹气。这位大伯有两个儿子，
但两个儿子都嫌弃老父亲，谁都不愿意
养老人。老人病了，住院需要钱，两个儿
子因为出医药费的事，大打出手，弄得老
人仰天长叹。

父亲说：“人老了，就是被人嫌弃。
老人的日子不好过啊！”母亲听了父亲的
话，也忧心忡忡，她说：“现在有个小毛病
就得住院，一次就花万儿八千，儿女有多
少钱经得住这样花呀，难怪兄弟俩要打
架。”

我看得出来，父母对他们的未来也
很焦虑，没有什么安全感。身边有的老
人生活得不如意，老无所养，他们很怕自
己走到那一步。我们做儿女的，应该给
父母安全感。

父母对未来的忧虑，可以用两个字
来总结：钱和病。他们很了解自己的女
儿，我们姐妹几个都是有孝心的人，不可
能做出不孝敬父母的事。但他们也清
楚，几个女儿过得都不富裕，如果再给儿
女增加负担，他们心里过意不去。他们
手上也有积蓄，不多，过日子可以，遇到
事应付不来。

我们姐妹虽没有大富大贵，但完全
有能力养老人。让父母安心，应该想办
法打消他们的顾虑。我家现在每个月
都还贷款，父母认为贷款买房跟借钱过
日子一样，今天把明天的钱都花了。我
耐心地给父母算了一笔账，让他们明白
贷款买房子其实最划算的。我还把我
们每月挣的钱告诉父母，然后把家里的
开销计算一下，还有不少剩余。这些钱
完全可以应对各种事，我们的日子过得
很宽松，他们不必要担心我们没有能力
养父母。而且，他们有三个女儿，我们姐
妹和睦团结，一定能够把父母照顾好。

父亲和母亲听我这样一说，宽慰了
不少。父亲说：“我们现在还不太老，还
能种点菜卖钱，尽量少给你们增添负
担。”我赶紧说：“那可不行，你们年纪大
了，到了养老的年纪，不能再累了。”母亲
说：“放心吧，我们会量力而行的。稍微
活动下身子骨，还不容易生病。”我明白
了，父亲和母亲想开了，他们对未来充满
了信心。

人老了，身体时不时就出个小毛
病，他们最害怕生病。我对父母说：“生
病是正常现象，人老了身体出点小问题

也是自然规律。有了病不能怕，现在医
疗条件这么好，什么病治不了？你们定
期检查身体，生活中多注意养生保健，养
成好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自然就会
少生病。”母亲说：“现在我和你爸经常看
电视上的健康知识，很有用呢！”我说：

“以后我在书上看到有关的内容，也带回
来给你们看。”父亲对母亲说：“咱俩都注
意点，争取少生病。生了病也不要怕，安
安心心过日子最重要。心情好了，身体
才能好！”父母都是明白人，什么道理都
懂。

我继续说：“咱们国家出现了人口
老龄化的问题，国家非常重视这个问题，
也出台来不少对老年人有利的政策。
以后呢，肯定还会有更多相关政策出台，
老年人根本不用担心。现代社会一定
能实现每个老年人老有所养的目标。”父
亲说：“这倒是真的！现在六十岁以上的
老人，国家都有补贴呢。还有每年的医
疗保险，对老年人很有帮助。”

经过一番耐心疏导，父母的心结打
开了，不再对未来充满焦虑。他们有了
安全感，心里踏实了，对未来的生活也充
满了憧憬。

给父母安全感
马亚伟

“我不管了，你们该干什么干什
么！”星期天我正在超市里挑选物品
时，身边一位大伯突然对着手机大
喊，吓了我和周围人一大跳，人们纷
纷扭头看他。意识到周围的目光，
大伯压低声音，小声说着。但语速
明显越来越快，脸色也越来越不好
看。不知对方在电话里说了什么，
大伯的高音大嗓又一轮爆发，另一
只手使劲地拍着小推车的把手。“你
们生完孩子不管，全都甩给我和你
妈。周一到周五我们管了，你们不
知足，周末也不把孩子接走！”电话
那头说着什么，大伯腮帮子鼓鼓地，
直勾勾瞪着眼睛听着。

这期间，不远处的两位理货员
伸着脖子朝这边张望。几个好事者
也悄悄走近，想一听究竟什么事呀，
把大伯气成这样？电话那端似乎在
辩解，停顿了一会儿，大伯又连珠炮
般爆发：“你们周末那是接走吗？孩
子本来起得就晚，你们接走时都快
中午了，下午又早早送回来！你妈
身体不好，你们不是不知道，每天看
孩子，她累得都直不起腰来。我这
成天买菜做饭、收拾屋子，一点空余
时间都没有。我们已经受不了了！”
这会儿，大伯说话已不再遮掩，周围
人好奇的目光他已完全不在乎。围
观的人猜出了个大概，两个大妈交
头接耳：哦，这不是女儿就是儿子打
来的电话，估计是老两口儿看孩子
看得太累了，不想管了。唉，家家都
如此啊，现在的年轻人生孩子都成
了给老的生的了，自己倒成了甩手
掌柜，还一点不知道心疼老人！

“我和你妈昨天一晚上没睡，我

们越琢磨越别扭，越琢磨越寒心。4
年，我们多累，你们不是不知道。我
算看出来了，我们是受累不讨好。
我和你妈已经商量好了，现在我正
式通知你们：我们只管周一到周三，
剩下的，你们自己解决，反正我们不
管了！你们也用不着每月给我们
400块钱，那点钱也买不了嘛。我
和你妈岁数都不小了，也该为自己
活了！”大伯一口气说完，咔嚓挂断
电话，他喘着大气，双手扶着超市小
推车直哆嗦。

这回，众人彻底明白了，这是女
儿打来的电话，父女俩因为看孩子
的事吵起来了。如果女儿懂事、心
疼父母的辛劳，也许几句孝顺、安慰
的话就能安抚二老的情绪；休息日
再力所能及亲力亲为一点，让爹妈
能喘口气。可如果女儿不懂事，把
爹妈带孙辈当成理所当然，女婿夹
在中间也不明事理，那么亲爹亲妈
也会忍无可忍。生活中，有很多年
轻人选择让老人帮忙带孩子，虽然
隔辈人跟孩子亲近，但当照顾的重
担全部落在老人的身上时，他们确
实“不堪重负”。

儿孙满堂，环绕膝下，是多少家
庭期盼的天伦之乐。然而现实是，
当隔辈人来临，辛苦、麻烦意想不到
的多。如果年轻父母又是甩手掌
柜，把孩子全扔给老人，还不心疼老
人，那么照顾隔辈人，岂不成了老人
难以承受的“天伦之乐”。以前有句
话“小车不倒只管推”，可是再好的
小车也需要经常休整、保养，何况超
负荷运行，总有一天小车会散架。

天伦之乐？天伦之累？
梁诗韵

老妈退休几年了，可思想活跃，
紧跟潮流。我们都叫她潮人老妈。

科技迅猛发展，智能手机已进
入千家万户，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很
大的方便。远隔天涯的人，一个微
信，就能相互了解近况。出门不带
现金，手机付款，消费自如。足不出
户，刷刷淘宝，心仪的衣服就可送到
家。科技带来的这些福音，老妈看
在眼里，急在心上。自己跑去手机
店，买了部智能手机，回到家缠着小
妹教她。没几天，手机上的一般功
能老妈都会了。QQ，微信，淘宝，支
付宝交费，翼支付，百度，美团，都
会，一般年轻人，不常玩手机的，都
没她用的熟练。

前几天，超市联合电信搞活
动，一次购物满50元，用翼支付付
款立返30元代金券。老妈和对门
王姨结伴去购物，结果老妈满载而
归，王姨两手空空。因为超市这次
活动，要用翼支付付款，王姨用的
是老年机，根本就没听说过翼支
付，哪能享受优惠呀。老妈呢，操
作自如，智能手机一拿，刷刷点点，
就搞定了。事后，老妈很自豪地
说：“有不少年轻人都不会用，老年
人，你老妈是唯一一个在翼支付窗
口交款的。”说这话时，老妈底气十
足。看来，老妈的紧跟潮流，是对
的。

不光是使用科技产品，思想上
老妈也很潮。为了更好地锻炼身
体，留住美丽容颜，老妈每天都很精
致地化妆。衣服也很入潮，都是自

己从淘宝上选购的最新款，时尚而
得体。用老妈的说法就是，人的穿
着打扮，是给自己看，也是给别人
看，出于对别人的尊重，对自己的疼
爱，要穿着干净，靓丽，老年人要有
火一样的热情。热爱生活，才能更
好地享受生活。

年轻时，老妈曾是厂里的文艺
骨干，天生有一副好嗓子，可由于工
作忙，生活琐事多，好些年不唱了。
退休后空闲时间多了，老妈用智能
手机下载了全民K歌，有时间就会
躲进一间安静的屋子，手拿话筒，跟
着手机中的伴奏演唱。唱完后还要
选择变音类型，添加视频，进行效果
处理后，自己满意了，就发布出去。
有时唱首男女对唱的，她先唱好后，
发出去，会有歌友跟她合唱。声音
很不错，不仔细听，还以为是原唱
呢。随着时间的推移，老妈的粉丝
越来越多，不时能获得粉丝们赠送
的礼物。老妈的信心也一天比一天
足，唱得越来越有劲。后来她又下
载了快手，还是唱歌，并且开了直播
间，每天和粉丝们互动，老妈笑口常
开，越来越注重自身的形象，越活越
年轻，生活也越来越充实了，再也不
说退休在家没意思了。

老妈的思想境界多高呀，不愧
是潮人！社会飞速发展，老年人，就
应该像老妈一样，有一颗年轻阳光
的心态，有自己的兴趣爱好，对于新
事物，早学早融入。观念更新，思想
活跃，才能更好的享受生活，不被社
会边缘化。

潮人老妈的退休生活
李 云

今年是妈妈的本命年。
本命年里，我们家干了一件
大事——翻新老宅。年过花
甲的父母从城里回到了老
家。村里的人都到城里安了
第二个家，村里的房子都空
了。人退鸟进，人隐草深，十
几年间，这里俨然就是野生
植物的天堂。

老妈说：“人老了就要干
老人的事。”于是，开始种菜、
做油面、酿酒。

种菜是农村人与生俱来
的本领。父母都是种菜高
手。今年夏天母亲在微信上
留言：买点豆角、黄瓜、辣椒种
子，我和你爸开了一块地，今
年夏天的菜有保障了。微信
学会了，母亲经常在微信上留
言。白天上班时，她就留文
字，晚上她就留语音。她一直
就是这么细心，以致于刚刚六
十岁，头发全部苍白了。远处
看她的头，就像冬天的山顶上
飘下了一夜的雪。

乡村的人少了，现在连
地中间都长满了荒草。荒草
的种子，年复一年，秋天落下，
春天又萌芽。几年下来，长

得结结实实，夏天看像厚厚
的绿毯，秋冬看，像骆驼背上
的毛。若是一条黄色的乡下
土狗睡在地里，准是找不见
的。

我不知道父母是怎样把
这样一块地开出来种菜的。
我在城里，坐在明亮的房子
里想，肯定是像我小时看见
的那样，一锄头一锄头地往
里挖，一铁锹一铁锹往前
翻。翻出草根，每一棵草根
还要在锄头和锹把上磕，生
怕草根里的肥土流失掉了。
磕下了土的草根集中放在一
起，太阳下暴晒上几天，又成
了烧制农家肥的好原料。翻
出来的土，在太阳下很快就
变干，再下上一场雨，土就变
得松软，在地块中开出排水
沟，再整出播种的沟槽，一块
地就算是整好了。

在地头边，腾出一小块，
用作苗圃。从邻居家借来做
营养钵的农具，做成一个个
便于移栽的营养柱，把种子
安放在营养柱的顶部小窝
里，这里就是它们的家了。
它们身下的土将是养育它们

的母土，几天或十几天后，从
这些营养柱里将长出嫩绿的
新苗。城里的种子即将在这
偏僻的乡村扎根，我心里直
打鼓，它们能适应家里的气
候和环境吗？会不会水土不
服，长不出来？母亲说，你太
小瞧它们了，种子的力量是
不可小瞧的。

菜园的地坝上，生着几
株生命力顽强的野茶树。以
前，母亲每年都会在田埂、地
坝里，在屋后的松林里，去寻
找野生的绿茶。采来嫩绿的
小芽苗，或者直接煮成水，或
者放在大锅里炒干。这种天
然的无任何污染的野草，是
清火平肝的好东西。类似这
样就地取材的，还有地上四
处恣意生长的蒲公英、紫花
地丁、车前草、茵陈蒿、鱼腥草
……

母亲说，你在外吃饭，又
运动得不多，长期下来，体内
的毒素就多了，这些天然的
东西，偶尔喝一喝，对身体有
好处。

转眼到了秋高气爽的季
节，老妈又开始忙活着做油

面。油面是一种传统的乡村
美食，只要肯下功夫，一个人
就能独立制作。早上四点不
到就起床和面、醒面、上架，忙
得不亦乐乎。六十岁的人，
还像三十多岁时一样激动。
这是血液里幸福的基因在流
淌着，它滋润着身体里每一
个快乐的分子。当一根根细
丝在面架上迎着秋日暖阳的
时候，我看到了老妈的头发
如面丝一般筋道，一般雪白，
不禁感叹，岁月催人老。

利用做面的空隙，老妈
又在做酒。做酒做了几十
年，配方、温度、分量，几乎不
用秤，用手就可以拿捏好。
米酒在酒曲的作用下，一点
点地发酵，后来又通过大灶
的蒸馏，大米升华成了酒精，
变成了乡村男人血液里的兴
奋剂，刺激着他们向着更好
的生活去奔波，去劳作。

当秋天醉人的米酒伴着
炊烟向小村四处飘散的时候，
当重阳的菊花在田间地头绽
放的时候，当山地里的橘子金
黄、田里的稻子弯腰的时候，
陶渊明先生有知，当会感叹：

“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也可能会摇头晃脑并微醺道：

“不足为外人道也……”

老妈的归园田居
张懿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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