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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风吹过心头暖

☆☆ 江苏连云港 李金龙

有机会长期接触老年人工作

的人都知道， 有的刚退休老人虽
然享有固定的住处， 稳定的退体
金， 生活无忧， 身体健康， 却总
是多愁善感， 郁郁寡欢， 甚甚至
过于敏感， 喜怒无常。 由于刚从
工作岗位下来， 他们或多或少地
有些心理问题。 对此， 老年朋友
们不妨尝试放松自己， 缓缓解压
力， 排除心理上的烦恼。

1.参与社交
一位刚退了休的老人说， 退

休后头三个月， 感觉真好， 无牵
无挂， 天天吃吃睡睡， 二十四小
时任凭自己安排， 不知有多美；
可到了第四个月， 开始不舒服，

半年后， 不行啦， 浑身难受！ 后
来， 在一位长我几岁的退休朋友
“拉扯” 下， 开始了原先好不喜
欢的多种社交活动， 这才摆脱了
各种 “难受”。 我现在天天到老
干部中心去活动， 学书画、 弹钢
琴、 唱唱歌、 跳舞、 打球， 时间
不够用！ 所以， 刚退休后老年人
忌讳关门独居 ， 人是群居的动
物， 应多与同龄人接触， 多到老
年人集中的地方活动， 尽快寻找
和创造一个社交圈子充实自己的

生活。
2.变换角度
老年人退休后的生活与工作

时有了完全的不同， 有时候， 同

样一件事， 如果换个角度来看，
可以使消极的情绪转化为积极的

情绪。 刚退休的老人应多听别人
的意见，多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
才能尽快调节心理。 相传古时有
位老太太，大儿子卖扇子，二儿子
卖伞。雨天愁扇子卖不出，晴天愁
伞卖不去， 为着两个儿子天天发
愁。 有一天， 一位老和尚开导她
说：“雨天好卖伞， 晴天好卖扇。”
老太太明白了，果然变愁为乐，心
宽体健起来。 要明白不同的岗位
有不同的作用。

3.转移焦点
有一位刚退休的老人， 刚退

休妻子就病逝， 独生女儿又在国
外， 心里的苦闷无从排解， 整天
呆在家里胡思乱想 。 经朋友介
绍， 到一老年活动场所活动。 退
休前没机会学电脑， 现在好了，
每天和群老同志一起花很多时间

上网、 下棋， 忙个不停。 这就在
心理上形成一个新的兴奋中心，
把痛苦愁闷暂且放在一边， 集中
精力动手去干另一件事， 有意识
地缓解、 回避退休、 老年丧偶带
来的巨大打击。

4.自我安慰
狐狸吃不到葡萄， 就说葡萄

是酸的； 后来捡到一个柠檬， 又

说柠檬是甜的。 这就是心理上的
自我安慰。 这种 “自圆其说” 式
的调整方式， 确有维护心理平衡
的作用， 有助于心理自救。 人退
休后， 有些不如意的事情明摆着
的， 就该明白应向好处努力； 已
成定局时， 就该宽慰自己， 承认
现实， 这比垂头丧气不知要好多
少倍。

“洗手的时候 ， 日子从
水盆里过去 ； 吃饭的时候 ，
日子从饭碗里过去； 默默时，
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 这
是 《匆匆 》 里平实而又极富
有感染力的句子 。 散文家朱
自清把岁月的荏苒 、 时光的
匆匆 、 个人的顿悟表现得淋
漓尽致 。 快节奏的时代 ， 城
里人被迫习惯快节奏的生活，
早九晚五早出晚归 ， 家只是
个睡觉的地方 。 这样的匆匆
多少有些无奈 ， 然而生活却
以这匆匆的日子为细胞 ， 构
成了或伟大 、 或平庸 、 或忙
碌 、 或浮躁 、 或传为佳话 、
或自以为是的人生。

岁月就像一条穿梭往返

于两岸之间的小舟 ， 一次又
一次把我们摆渡到季节轮回

的尽头 。 在这冬去春来的日
子里 ， 匆匆地 、 忙忙地 ， 这
个城市又将迎来一年一度的

春节 。 又该过年了 ， 今年的
“年” 怎么过呢？ 非常怀念年
少时掰着手指头数着日子等

腊八祭灶、 穿新衣、 吃零食、
放炮仗的心情 ， 这样慢慢享
受年味的时光已渐行渐远 。
这个匆匆的春节我想慢下来

过 ， 不必为来往的行程提心
吊胆 ， 不必为时间的有限手
忙脚乱 ， 不必为金钱和面子
绞尽脑汁……而只是慢下来，
好好过个年。

好想好想， 慢下来过年。

虽然时光易逝， 但即便是再忙
也得留几天时间过年团聚、 看
望尊长 、 走亲访友 、 整理心
情。 在很多人看来， 这是必须
的， 特别是这一两代以前老家
都在农村的人们来说， 这显得
更加必要。 在这短短的假期里
可以尽情享受大城市的钢筋、
混凝土里缺少的感动和温暖，
给身体和心灵都放放假， 歇息
在亲情和故乡的港湾， 为来年
的奋斗和拼搏集聚力量和勇

气。
好想好想， 慢下来过年。

再重要的事情 ， 都需要放一
放， 正如再强的马儿也需要歇
脚， 这短暂的慢就像砍柴前耐
心地磨刀， 是事半功倍的休养
生息。 “来的尽管来着， 去的
尽管去着， 来去中间又怎样的
匆匆呢？” 从朱自清的话中我
们能体会到 “逝者不可追， 来
者犹可待” 的真谛。 静下来、
慢下来， 检点一下足迹， 评估
一下来年的得失， 面对喧嚣和
浮躁， 稳住一个主心骨。 从此
做到， “看庭前花开花落， 宠
辱不惊； 望天上云卷云舒， 去
留无意 。” 这才是快意人生 ，
这个年才算没白过。

“爆竹声中一岁除， 春风
送暖入屠苏 。 千门万户??
日， 总把新桃换旧符。” 新年
为我们翻开了新的一页， 愿它
带给你我快乐和幸福。 新年来
了， 我想慢下来过， 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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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想慢下来过年

一早， 由于要送孩子上早自
习，很早我与她便出门了。那时天
还没有完全亮，北风冷次地吹过，
我与女儿走在路上，忽然间，迎面
有一股热浪涌了过来。再一看，在
我们不远处， 一辆流动的早点车
向我们走来，推车的是一对夫妻，
两人边推边说笑着。

女儿说：“妈妈， 咱要不就在
这个摊子上吃点东西？”见我们这
样说，夫妻二人将车停下，男人对
我说：“想吃点什么，面条、水饺、
稀饭都有。” 女儿要了一碗水饺，
这时只见女人很麻利地将水饺放

在锅里，边放边说：“很快的，差不
多五分钟就会好。”

那天女儿在吃水饺的时候，
我便与他们夫妻二人聊了起来，得
知他们就住在附近，平日里，就在
不远处摆这个流动早点摊。这时细
看女人，只见长得很是清秀，完全

不像是常年在外风吹日晒的样子，
倒是男人，显得比较苍老。两人看
起来很是恩爱，因为女人在忙完之
后， 男人便连忙递过了一杯热茶，
女人接过后，笑着看着他。

不知怎的， 竟被这样的画面
给感染了， 虽然两人在这么冷的
天气还要外出摆摊。 但是他们的
脸上，却始终挂着笑容，不像我看
到的有些小商贩， 整天会苦着一
张脸， 仿佛天下的人都欠了他们
似的。 女儿吃完后， 我们便离开
了， 两人将早餐车支在了一旁的
路边，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走在去学校的路上， 女儿对
我说：“妈妈，这对叔叔阿姨，他们
一定是特别幸福的。”我说：“你个
小丫头， 又是怎么知道的呢？”女
儿说：“从他们的脸上， 我能够看
得出来，虽然天气这么冷，但是他
们的心，一定是暖的。”的确，天很

冷，但是心却很暖。
走在路上， 女儿将我拉得很

紧，轻声对我说：“妈妈，我的心，也
是暖的。”女儿的这句话，让我听起
来也感到很暖。其实早在刚才出门
的时候，女儿就不让我送她，她说
外面天冷，怕把我冻坏了。可是我
担心她太早出门，不安全，硬要出
门送她。

我和女儿走在路上，不知不觉
就来到了学校，北风虽然还是那样
在吹，但是竟不觉得冷。回来的的
时候， 我再次见到了那对夫妻，他
们正在热火朝天地忙着。站在不远
处，我不禁在想，其实天底下的夫
妻，如果都是这个样子，那么势必
是幸福的。

北风吹过心头暖，在这个尘世
间，其实每一个家人，每一对夫妻，
只要是有爱，那么这个冬日，一定
是不会觉得寒冷！

看到一个故事 。说 ，一个老
和尚养了一盆兰花，这盆清新淡
雅， 老和尚对兰花呵护有加，悉
心为兰花浇水除草杀虫。在老和
尚的照料下，兰花生长得非常健
康，模样可人。有一次，老和尚外
出会友，把这盆兰花交给小和尚
照看。小和尚也很是负责地呵护
兰花，兰花茁壮地成长着。一天，
小和尚出门办事了， 天降暴雨，
狂风把兰花打翻砸坏了。小和尚
赶回来， 看到一地的残枝败叶，
十分难过，很害怕老和尚知道了
会生气 。 过了几天老和尚回来
了 ，可老和尚什么也没说 。等着
被老和尚责怪的小和尚感到很

意外 ，他问老和尚 ，为什么不生
气 ？老和尚淡淡一笑 ，说 ：“我养
兰花，不是为了用来生气的。”

简单的一句话，却是豁达的
人生态度。我们活着不是为了生
气。 我们工作不是为了生气。我
们相爱不是为了生气。我们养孩
子不是为了生气。我们交朋友不
是为了生气。我们与人相处不是

为了生气。我们每天醒来不是为了
生气……

我们一直都在努力， 一直都在
用心付出，但是，当结局一旦无法挽
回的时候，我们不能生气。毕竟，我们
不是为了生气才做这些。 不用怨什
么， 悔什么。 拥有的时候好好珍惜，
失去的时候淡然处之。 无愧于自心
便好。 人生万事皆缘， 随遇而安。

不是为了生气

健康心语：： 每个人都会有缺陷，就像被上帝咬

过的苹果，有的人缺陷比较大，正是因为上帝特别
喜欢他的芬芳。

———《战争与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