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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正迎来一轮消费升级的浪潮，传统的
生存型、物质型消费开始让位于发展型、服务型等新
型消费，消费越来越多地被注入精神层面的需求。
消费大军之中特别打眼的是“大爷大妈”们，随着生
活的改善，他们不再一味追求低价、节俭和凑合，越
来越多的“银发族”开始拥抱高品质的生活。

老妈过生日 选餐厅不将就

上周五闫女士的母亲过69岁生日，本来晚辈
们挑了家门口儿比较方便的普通餐厅，准备周五
晚上家庭简单聚聚餐就行了，但没想到老母亲坚
持要预订周六中午的高档餐厅，好好享受一顿“盛
宴”。闫女士觉得去高档餐厅主要是看环境，菜品
性价比不划算，一个素菜都四五十元，但老妈说就
想去体会一下那里的氛围。

闫女士的母亲说：“人到暮年，所剩时间不多，
越来越看得开。我和老伴儿在教育系统工作，节
俭朴素了一辈子，为家庭工作操劳了一生，就希望
好好享受生活，吃点儿好的，用点儿好的，再去体
验一下年轻时想做又没条件做的事情。孩子长大
离家之后，我们的孤独感与日俱增，特别希望去参
加更多的社交活动，重新用一种形式投入社会和
集体。我身边的老朋友们退休以后，有的爱健身、
怀旧、旅游，有的呢就去享受美食、美容美发，还晒
微信朋友圈，大家都愿意在经济能承受的范围内
潇洒一把、任性一回。”

美容院老人成了“大红人”

闫女士的想法不是个案，她以前的同事方大
妈，最近成了自家门口儿美容院的“大红人”，这个

月初，刚花 2000 元办了张美容年卡，同时，还花
1200元洗掉了以前做的永久性老式眉毛，重新做
了个新潮的半永久雕刻雾眉。

“现在的大爷大妈们，越来越注意自己的仪表
了，他们没有过早的放弃自己，除了关注自身的健
康，爱美的阿姨们走进了美容院，想要优雅的老
去。这不昨天刚来了一位60多岁的阿姨，要做美
甲，办了个500块的美甲卡。”市区一家美容中心
的负责人告诉记者。

就在上周三，去某储蓄所刚办理完理财产品
的陆大爷，拿回家一套礼品餐具。老伴儿见状说：

“又是理财经理送的？”陆大爷说：“每次我去银行
买完理财产品，理财经理都会送我礼物，上次是自
拍杆儿，这次是精品餐具，之前还送过两桶食用油
和两块纪念币。理财经理说我的投资理念比很多
年轻人要先进、大胆。我和老伴儿出国旅游，办的
多币种信用卡，刷卡买过名牌手表，现在银行对我
这样的老年人挺欢迎的。”

赴南美旅游团半数是老人

说到旅游，有公开数据显示，去年的重阳节到
11月，各大旅游网站55岁以上年龄段报名的出行
者占比超过30%，平均每3个“驴友”中就有一个
是“大爷大妈”。

去年，珍阿姨和老伴，1月报了同程的南太平
洋最美海岛游，3月参加了18天的土耳其埃及游，
11月又参加了16天东欧七国游，每人光团费就花
了3万多元。

来自携程网的数据也显示，国内游、出境游
中，老年群体的比例已经占到出行总人数的四分

之一。今年以来赴北欧、澳新、南美、非洲旅游的
老年人越来越多，增长率200%以上，美国、澳新、法
意瑞和俄罗斯这些目的地老年人出游的增速最
快。“去南美的游客里，60 岁以上的老人占到了
52%，去北欧、非洲、澳新这些价格相对较高旅游线
路的60岁以上老人，分别占比22%、21%和18%。

“银发族”网购增速80%

中国是目前全球唯一老年人口超过2亿的国
家，每年要平均增加800万“银发族”。曾任中国
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的专家相均泳撰
文强调，“银发族”已成为重要消费群体。2016年
我国 60 周岁及以上人口 2.3 亿人，占总人口的
16.7%。他们已不同于传统概念上的老人，价值
观、消费观和生活方式都在不断地更新。他们很
多人有钱又有闲，“候鸟式居住”和“周游列国”已
经成为生活习惯。

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老年人们的消费需求
也在向高层次、个性化、多元化转变，他们无论在
穿着上还是在精神上，相关需求都在不断地升
级。他们已经加入网购大军，主动迎接消费升级
的趋势。一项调查显示，仅淘宝天猫就有近3000
万的中老年“剁手党”，在过去的9个月里人均网
购消费近5000元。京东近三年来56岁及以上的
用户网购大数据也显示，“银发族”网购消费金额
保持80%左右的增长速度，2017年更是高达86%，
人均消费额是全部用户平均水平的2.3倍，剁手能
力秒杀青年主力军。我们不难看出，“大爷大妈”
们的晚年生活在升级，如何满足这种需求是社会
和商家的课题，摸准了脉就赢得了大商机。（孟环）

“银发族”拥抱消费升级

“这是我50年来从各种报刊上剪下来
的，这些珍贵的剪报汇集在一起相当于一
本百科全书了。”上月28日下午，85岁的姜
志敏展示自己制作的9本关于家庭教育的
剪报本，一脸笑意。

姜志敏是山东海阳人，因为“醉心于
橘”，1962年他选择扎根邵阳。此后的时光
里，工科背景的他自学生物学知识，成功地
实现了“南橘北移”和“北樱南移”，演绎了
一段“南北佳话”。1957年，姜志敏的妻子
于杰怀孕了，如何教育小孩摆在两口子面
前。这时，他们想到了订阅各种报刊。读
报过程中，看到感兴趣的家庭教育方面的
文章、趣闻趣事，他们就一一剪下，用文件
夹夹起来。

姜志敏觉得做剪报很有意义，自己学
到了很多东西，就一直坚持做到现在，已成
为老人的一个生活习惯。随着时间的推
移，剪报越来越多，收集范围越来越广。

“良好的家风教育，才能养成孩子良好
的习惯。勤劳、俭朴、待人和气、充满爱心，
这四条良好品质能让孩子终身受益，我和
老伴做到了以上四条。”从那时开始，姜志
敏和妻子就重视阅读怎样陪伴自己孩子成
长等理家教子方面的文章。姜志敏老人
说，孩子从出生到15岁，他就用“四莫歌”来
教育孩子：自己的东西莫掉，别人的东西莫
要，不净的地方莫到，不正的朋友莫交。孩
子 16 岁至 22 岁，他又总结了“四最”原则：
关心自己身体健康的人最聪明，不与别人
争斗、不和自己纠缠的人最智慧，能活个长

寿的人最有本事，能为后代留下著作的人
最富有。小孩22岁以后，他提出了“四求”：
讲求高尚的道德情操，探求无穷的世间奥
秘，寻求和美的人缘关系，追求传世的诗赋
文章来教育孩子。

为了让每个做父母的人都能读到，使
自己的剪报更具可读性和保存价值，姜志
敏把剪下来的“豆腐块儿”分门别类，并整
理成《理家教子美文剪辑》，分为《怎样陪
伴自己的孩子成长总论》《胎儿教育指南》

《幼儿教育指南》《小学教育指南》等九本
剪报本，并写了前言《幸福的爱》。姜志敏
在文中写道：人生最宝贵的财富是什么？
是自己的孩子。如何陪伴自己的孩子成
长，是做父母的第一要务。这 9 本剪报本
为父母教育子女提供了不少经验和方法，
如在《幼儿教育指南》中，《会玩的孩子才
聪明》《适当鼓励孩子争吵》等许多如何教
育小孩的美文，读后令人茅塞顿开、受益
颇多。

让姜志敏感到欣慰的是，他培育的两
儿一女均事业有成，一个是教授，一个是高
级工程师，一个是公务员，三个孙子有两个在
美国读研、读博，一个在长沙一家公司工作，
担任中层干部。姜志敏说，他的三个儿女三
个孙子都阅读过这些剪报上的内容，这是一
大笔精神财富，也是他引以为傲的。姜志敏
说，闲暇时，自己经常拿出来一一品读，思想
境界一次次得到升华。他打算把这些剪报
复印给亲友传阅，希望对大家有一定的教
育和启迪。

八旬老人制作剪报本分享“育儿经”
陈贻贵

不知何时，我开始把“我老了”当成口头禅，也
当成做事不成功时的借口。

蛋糕做好了，我四处找脱模刀，从厨房走到
餐厅，又从餐厅走到厨房，婆婆见了，问道：“你
找什么呀，看你来回转了好几圈了。”我说：“脱
模刀，我明明拿在手上的，不见了。”“你不是放
在电脑桌上吗？”我来到书房，果然看到脱模刀
躺在那里。婆婆叹道：“你呀，怎么记性这么
差！”我随口答道：“我老了，记性差了！”“年纪轻
轻的，说什么老，我们都还没说老呢。”婆婆有些
不高兴，连声数落我。

回娘家，母亲发现我一笑起来，眼角竟然有了细
细密密的皱纹，便惊叹道：“你怎么都有皱纹了？”我
随口就答：“我老了呀，肯定有皱纹了。”母亲听后有
些失落：“你才多大？在我面前你还说老呀！你都老
了，那我不就成了老不死了？”我伸出舌头冲母亲做
了一个鬼脸，不置可否。

那天去拜访一位老师，老师笔耕不辍，每年都
出书，我无限羡慕地对他说：“我要是像您一样，知
识渊博，精通古今中外文学，那该多好。”老师却笑
着说：“没啥，我只是每天都看些书，看得多了，自

然而然就记下了。”我叹口气：“我年轻的时候记性
好，现在老了，看的东西很快就忘了。”老师哈哈大
笑起来，说：“你这小丫头，还说自己老，要记住：你在
老人面前永远是年轻的，你的年轻永远是老人羡慕
的，相对于我们这些日暮西山的人来说，你们是我们
的希望，以后，老人面前可不能言老，他们会伤心
的。”

我面红耳赤，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因
为在婆婆面前说“我老了”，引起婆婆不开心；在母
亲面前说“我老了”，引起母亲伤感；因为在老师面
前说“我老了”，引起尴尬，实在是不应该。我决定
改掉这句口头禅，不再说自己老，开心地工作，努
力地生活。

老人家一般都比较敏感，他们害怕自己老，也
害怕别人提“老”字，老人对年轻人，充满了羡慕，
也寄托着希望，我们不应该让老人失望，要让老人
看到我们精神上的朝气蓬勃，更要让他们从我们
的言语里，看到我们对自己的信心与年轻人该有
的活力，让他们放心。老人面前不言老，这不仅是
对老人最起码的尊重，对老人的爱与关怀，更是对
自己的一种勉励。

父母在，不言老
刘 希

前不久回家看望父母，推开门，看
见父亲正在地板上爬行，从餐厅爬到
客厅，再从客厅爬到卧室。我问母亲，

“父亲怎么啦！”母亲笑着说，“做健身
操，这是五禽戏之熊爬，能有效缓解颈
椎病、肩周炎。”

几年前，母亲手脚开始抖动，去医
院检查，得了帕金森，医生告诉父亲，

“母亲这种病除了吃药，还要多运动，
否则将来会影响生活质量。”从那时
起，父亲开始担心母亲，除了叮嘱母亲
按时吃药，合理膳食外，还经常上网查
阅各种资料，自创了几套健身操。

父亲看见我回家，站起来给母亲
按摩头部，并兴冲冲地告诉我，“帕金森
这病，主要表现在静止性震颤、动作迟
缓及减少、姿势不稳等，是大脑不再分
泌多巴胺引起的，因此要多按摩头部，
有利于减缓大脑萎缩，记忆力减退。”

接着，父亲拿出一根由报纸卷成
的棍子敲打母亲大腿内外两侧，父亲
边敲边说，“大腿内侧是肝经，外侧是胆
经，这两根经上穴位很多，经常敲打，有
利于血液循环，排除血液中的病毒。”

近期，父亲还学了一套舌头操，说
可以健脑。只见他吐出舌头，舌尖尽
量向前伸出，使舌根有拉伸的感觉，然
后收回。接着转动舌头，舌头在口腔
里，慢慢地、大范围顺时针、逆时针转
圈。最后，用舌头舔牙齿。将舌尖轻
抵着上颚十秒，然后抵住上齿外侧十
秒，下齿外侧十秒，下齿内侧十秒。

父亲解释道，“经常活动舌头，
可以间接刺激大脑运转，还预防脑
退化。因为舌头是大脑的先行器
官，舌神经就是从大脑出发，促使舌
头运动，帮助完成口腔肌肉咀嚼和
味觉的传递。”

其实，父亲年轻时就喜欢健身，那
时的主要健身方式是骑自行车。父亲
骑自行车的技术很高明，自行车的后
座上驮着我，另一只手还能再扶一辆
自行车一起向前骑，就像演杂技一
样。那时，父亲是篮球场上的活跃分
子，每天打完球后大汗淋漓。父亲还
愿意打扑克，经常与同事在一起打得

“面红耳赤”。
平日里，父亲还喜欢到江边、河边

散步，边走边拍手，还时不时敲打两下
腰背。一年四季，暑去冬来，哪怕雨天
雪天，父亲总是迈开自己的腿。

父亲每天都做健身操，而且非常
认真，敲打身体的各个部位时非常用
力，而且每个环节都认真做到位，从不
马虎，还时不时督促母亲一起做。父
亲常对母亲说，“我不懂养生，只知道
健身，活动，活动，要想活就得动。”

少年夫妻老来伴，父亲为了能和
母亲携手，在漫漫人生路上走得更远
更长，始终无怨无悔地带着母亲时时
处处健身。树木丛中、林荫小道，他们
总并肩漫步，相携的背影成为夕阳红
中最动人的风景。

父亲的健身操
杜健华

一位亲戚今年八十多岁了，前几天在
家洗澡时不慎滑倒，手臂骨折。“我父亲从
浴缸里站起来时没抓稳，要是卫生间里能
装几个扶手就好了。”我去医院看望老人
时，他儿子颇为遗憾地对我说。他还表示：
等父亲出院，打算马上就对父母的老房子
进行“无障碍”改造。

有报道显示，医院骨科收治的老年病
人，其中有一半以上是在家里摔倒的。很
多空巢老人住在旧小区，房龄较长，普遍缺
乏无障碍设施，摔伤的事情屡有发生。“适
老化装修”的重要性正日益凸显。

“适老化装修”不仅是要给老人居住的
房屋安装扶手，还有：把门加宽，预留轮椅
进出的空间；一旦老人在卫生间发生意外，
推拉门更容易打开进行及时救助；电器插

座高一点，老年人不用弯腰、蹲下去塞插
头，有效减少眩晕或摔倒的几率……

但是，现实生活中给老人进行“适老化装
修”的家庭还不多。一是人们的安全意识还
不够强，个别人还会错误地认为家里装了扶
手，看上去像医院或敬老院，不美观。二是市
场上适合的设备和材料还不齐全，相关专业
技术人员更缺乏，老年人对装修的个性化要
求又太多，也让装修公司感到吃力难讨好。

现在一些城市正在为社区里的困难老
人家庭进行“适老化装修”，但这只是小范
围的试点工作。如何能让更多老年人享受到

“适老化装修”给生活带来的便利，不仅老人
的子女们要尽快行动起来。“银色经济”的浪
潮正席卷而来，“适老化装修”可以说既有
经济效益，又有社会效益，何乐而不为？

“适老化装修”不容缓
邓为民

乐享晚年 宋振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