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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膝下无嗣，但有俩女，这里说的是小
女。她本世纪初毕业于江西师大英语专
业。原想借省教育厅颁布的绿色通道免试
担任高中教师，因未能如愿，一气之下跑到
深圳打工就业。在那里一晃十多年过去
了，前 几 年 还 混 了 个 民 营 外 贸 企 业 的 副
总。十多年来，工作再忙，假期再短，有钱
无钱回家过年。因为“父母是剪不断的乡
愁，是儿女的精神家园”。有感于此，老爸
曾赋诗相迎：“顶风冒雪赴归程，挨冻忍饥
千里行。来去匆匆愁一票，不辞辛苦为亲
情。”

她平时并不是逢假必休，为的是积累
假日伴家人旅游或陪父母过生日。第一次
是带母亲、姐姐、外甥坐飞机去上海，然后
乘火车到苏、杭观光旅游。晚上回九江，为
安静休息，还单独让母亲乘坐软卧。第二
次是陪父母从南昌飞北京，看过景点，又拉
着俩老上全聚德享受北京烤鸭。第三次是
陪母亲逛香港。为了让老妈看夜景，开洋
荤，特意花两千多元住了一夜豪华酒店。
第四次是今年四月去法国、荷兰单独出差，
自掏路费，带着母亲去境外旅游。启程前
夕，我做诗饯行：“鸢尾郁金香正稠，出差携
母逛西欧。古稀寿礼何其重，浪漫之都万
里游！”在法国首先陪母亲参观巴黎圣母
院，她说：“母亲虽不是圣人，但平凡中也不
乏伟大之处。”女儿不让我们跟团旅游，怕
上当受骗和意外事故。她曾幽默地说：“亲
生父母是无法再生的宝贵资源，万一跟丢
了，我的损失就惨重了！”

再说给家里购物。如空调、冰箱、电
视、手机、洗衣机等日常用品，各种美食，都
是网购快递。连电话费都是她网上支付，
不让我们跑路、花钱。给姐姐零用钱每次
都是几百上千，给外甥买衣服从头到脚全
副武装。她妈说：“我们都有养老金，生活
不困难。你收入也不高，别人‘五子’登科，
你是‘三子’全无（车子、房子、男子），应该
有点积蓄，以备不时之需。”她说得好：“姐
姐下岗多年没工作，她儿子正在上学，你们
的负担在退休老人中并不多见，于情于理
我都应担点。”

女儿最牵挂的是俩老的健康。前两年
她妈患喉炎，因开始诊断有误，天天打电话
要母亲到深圳治疗。老妈知道那里的医疗
费特别贵，怎么劝都不同意。只好委托九
江的同学介绍了一位喉科专家，术前检查
原来是重度炎症，不用手术，药到病除。为
了缓解老爸的肺心病，她托人从澳大利亚
购买进口药品，结果让邮政部门弄丢了。
第二次又继续邮购，吃完了还要再买，我考
虑到药价太高，谎称效果欠佳，才没有再
买。

今年春节，我同女儿闲谈中聊起了孝
道文化。我说，你看这个“孝”字，“子”字脚
顶 着“ 老”字 头，多 么 生 动 形 象 的 孝 道 展
示。诗曰“生养之恩比海深，此恩不报枉为
人”。孝道是家国情怀的核心。连父母都
不爱怎么谈得上爱国爱民，善待他人？是
故，古代把“举孝廉”作为选拔官吏的国策，
乾隆帝设“千叟宴”招待百岁老人，都是倡
孝敬老的示范……女儿对此稍有异议。她
说“孝”字脚独有其子，“千叟宴”全是老头，
二十四孝中的人物也不见女性，这在某种
程度成了孔圣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
解读。除了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我所认同的主要是婚姻法中的夫妻双方都
有孝老义务。听到这里，我趁机改变话题：

“什么夫妻双方，年年跑单帮，再不抓紧就
嫁不出去了！”“不是嫁出去，是娶进来。”她
严肃、郑重地予以纠正。“无论嫁娶，就是要
抓紧，不要皇上不急太监急。爸妈已是耄
耋老人，怕是等不到那一天。”我让她接一
句古诗，算是老爸的超前遗嘱。上句“何当
共剪西窗烛”刚念完，下句“家祭无忘告乃
翁”就接上了。随后她深情而又调皮地安
慰我：“老爷子，言重了。现在的老人寿长，
安心等着，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你脚
下的半子也会有的。”说完，抱着我久久不
肯松手，似乎怕死神把老爸夺走。

总是隐隐约约地觉得，悠悠荡荡的人
生，就像是一场无头无尾的梦，平淡而无
序。醒来后，依旧是晨夕繁忙平平过，油
盐柴米样样为。

童年的时候，人生就是对糠菜、薯片
的仇恨。那时生活很艰辛，常常吃不饱，
靠这些杂粮充饥；然而，也少不少了对民
谣里美好未来的向往。少年时的我，只
是换下了童年已穿不上的破衣服，而那
颗童心尚存。裹着一身因哥哥不能穿的
补丁衣服，一个还时常饿着肚子的少年，
在少数人无端的嘲讽声中，牵着牛绳，匆
匆向野外草地走去，只顾去放牛。那些
嘲讽声，其实只是些许灰尘，在自己轻轻
一挥手的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明亮
的永远是我的窗口，人生依然是天高地
广。真是岁月把时光的幕布轻轻一掀，
融融少年那如梦的双眸便失去了天真，
蓄满了朝气；岁月年华的刻刀缓缓一刻，
幼年那光洁的额头上便抹去了稚嫩，倾
注了活力。

大学毕业的时候，揣着毕业证书离开
了黄浦江畔，捧着夏天般的火热期待，跌
跌荡荡地走自己的路。同学是鸟，各自纷

飞；事业是巢，终生相依，在熙熙攘攘的人
群中，寻找自己事业的巢。用沉思的脚步
叩击大地，身影被思绪拉长，艰难但不灰
心。

我问自己，从光阴里穿过，风里来，雨
里 去 ，阳 光 下 默 默 地 走 ，你 的 脚 印 在 哪
里？曾经也有过事业成功的喜悦，但也留
下了失败的创伤；经历过情感的波折，也
忍受过生活砂砾的灼烫。岁月赋予的并
不都是诗情画意，不都是灿烂辉煌。它让
我在叹息中遗憾，它让我于徬徨中感伤。
时间很冷酷，也很仁慈。时间使我失去了
很多，也得到了很多。生活是一部永远读
不完的大书，生而有涯，学而无限，每个人
只能读到有限的章节，因此必须认真地去
读。在岁月面前，不能在成功喜悦中久久
徜徉，也别对失败灰心丧气；在岁月面前，
没有闲暇再为玫瑰梦的失落而忧郁，也无
须再去为久已尘封的梦幻而悲伤。轻轻
拂面的微风，柔柔照耀的月光，宁静的环
境，轻歌曼舞，这样的人生谁都希望。但
承受生活厚重的压力，忍受冷酷的磨难，
经过长风击水破浪搏击之后而获得的回
报，这是人生的一种渴望。

在人生的道路上，留下了许多或深或
浅的脚印。脚印？什么是人生前进中的
脚印？

灯下，当我把近日写的随笔短文初稿
放进抽屉的那一刻，看着窗外花前月下的
一对对身影和远村如豆的点点灯火，我觉
得在所得到的同时，必会有所失去。面对
人生的种种考验，我曾疑虑重重。怎样在
人生的道路上看准奋斗的目标而锲而不
舍？我觉得自己把自己说服了，是一种理
智的胜利；把自己感动了，是一种心灵的
升 华 ；把 自 己 征 服 了 ，是 一 种 人 生 的 成
熟。大凡说服了感动了征服了自己的人，
就有力量战胜一切。受挫一次，对人生的
理解加深一层；失败一次，对人生的醒悟
升华一节；磨难一次，对人生的内涵明白
一遍。

回头看，永远站在现实的面前，翘望
着远方的那份美丽，真诚期待于自己用辛
勤的双手，创造壮丽的人生。这就是人生
吗？是诱惑，更是沉甸甸的现实。

人生漫长，然而人生匆匆。人生的道
路遥远，而又近在咫尺。这就是人生，真
实的人生。

在这个物欲横流，急功近利的环境下，文
人想保持谦虚确实有点不容易。现在流行的
是个性张扬，是追名逐利，不过真正保持谦虚
情怀的人还是不少。

如杨绛先生，拥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
学研究员、作家、评论家、翻译家等桂冠，著作
等身。但她不接受媒体采访，记者采访她，杨
绛先生婉言谢绝，说：“来日无多，闭门谢客，不
接受任何媒体的记者采访。”

钱钟书先生在世时，他从来不见记者，不
上报纸，也不上电视，甚至一些学术活动也不
参加。钱先生去世后，杨绛先生也如出一辙。
他们为什么拒绝媒体采访呢?杨先生出过一本
叫《隐身衣》的书，隐身于书斋，遨游于书海，即
便出门，最好是人家都视而不见，见而不睹，

“万人如海一身藏”。人民文学出版社曾盛情
邀请她出席其新版的作品研讨会。面对这样
一个极佳的露脸机会，杨先生婉言谢绝了：“我
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寥
寥数语，道出了杨先生虚怀若谷的情怀。

又如季羡林先生。他是一个实事求是的
人，一个清清白白的人，一个容不得哪怕半点
不实之誉和溢美之词“玷污”的人。网上关于
季羡林先生请辞三项桂冠的事情传得沸沸扬
扬，后又在《杂文选刊》上人们读到这位北大教
授 的 一 篇 文 章，表 达 自 己 主 动 辞 去“ 国 学 大
师”、“学界泰斗”及“国宝”称号的理由。他说：

“我连‘国学小师’都不是，遑论‘大师’。我自
己被戴上这顶桂冠，却是浑身起鸡皮疙瘩”，

“ 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
‘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的桂冠摘下来，还
我一个自由自在身。”季先生对待名利是多么
谦虚坦诚啊!这就是一个真正的大师内心世界
的真诚流露。

搞文学艺术的人梦寐以求的就是成为“作
家”、“大师”，这是个人追求，原本无可厚非。
但是作家、大师不仅仅是本身在文艺界取得成
果，还有作为作家，大师应有的人格魅力。人
格魅力往往更为重要。杨绛先生和季羡林先
生的言行，他们的人格魅力使全社会为之惊
讶，使媒体为之震撼，实在是对当下文坛浮躁
之风敲响了一次警钟，注入了一针清醒剂。

今年 78 岁的国医大师伍炳彩声如洪钟、
精神矍铄、思维敏捷，不了解的人常赞他“体格
好”，但其实，他是个有近 60 年高血压病史的
老病号——他生于战乱年代，幼年丧父、母亲
双目失明，高中时因为凑不齐伙食费，每周都
要挨饿一天，饥肠辘辘的感觉和同学们异样的
眼光，更打击了他敏感的自尊心，让他经常觉
得头痛、眩晕，直到高中毕业体检时，查出了高
血压。

如今，仍旧奋战在临床的伍炳彩，每周坚
持出 3 次门诊，从早上 8 点一直看到下午 2 点，
每次门诊时间长达 6 个小时，遇到疑难病例，
还常常废寝忘食地查阅资料，为了中医的传
承，他长期坚持本科生、硕士生的临床带教和
基层医生的进修指导……在如此高强度的工
作中，伍炳彩总是精力充沛，这得益于他日常
的“健康修行”。

饮食有度，起居有节

“我这个人穷惯了，所以不抽烟、不喝酒、
不喝茶，也很少在外面吃饭。”伍炳彩说。曾经
的苦难记忆，让伍炳彩深知生活的艰辛，即使
工作后家境渐宽，他依然保持着朴素的生活习
惯。在他看来，养生的第一要义是规律的作息
和清淡的饮食。

伍炳彩一直保持早睡早起的习惯。无论
工作多忙，他一定会在晚上 11 点睡觉，并在每
天中午小憩一刻钟。子时和午时都是阴阳交
替之时，也是人体经气“合阴”与“合阳”的时
候，睡好子午觉，有利于人体养阴、养阳。

因长期久坐，伍炳彩患上了静脉炎，因此，
他养成了睡前温水泡脚一刻钟的习惯。冬天
泡脚，暖身暖心，夏天泡脚，暑湿可祛。伍炳彩
介绍说，泡脚水温不要超过 40℃，最好选择在
晚上临睡前，以 15~20分钟为宜。

随着年龄增大，伍炳彩认为，自己的高血
压埋下的中风隐患是不能忽视的。因此，平日
里他总会取一些丹参研磨打粉，再冲水服下，
每次 3~4 克，每天 1 次，以此来养血化瘀、防治
中风。

远离湿气，疾病不扰

伍炳彩认为，要想远离疾病，一定要远离
湿气。人体湿气分内湿和外湿，南方以外湿为

主，北方以内湿为主。淋雨、晨练露水较多、出
汗后马上洗澡等，都易造成外湿侵入人体。因
此外出时备好雨伞，晨练时带条毛巾及时擦
汗，抹干身体休息片刻再沐浴，保持室内通风，
勤换衣物，都有助于防止外湿入侵。而内湿的
形成主要是因为摄取的营养物太多，难以消
化，化为湿气，因此要减少高蛋白食物的摄入。

他建议，平日可多吃茯苓饼、薏苡仁、山楂
等，如果脾胃虚弱，食少便溏、气短咳嗽、肢倦
乏力症状明显，也可在辨证后尝试祛湿经典
方：参苓白术散，即将莲子肉、薏苡仁、砂仁、桔
梗各 50 克，白扁豆 75 克，白茯苓、人参、炙甘
草、白术、山药各 100 克，研磨成粉，冲水服用，
一次 6~9克，一日 2~3次，能健脾胃，益肺气。

按揉穴位，唤醒大脑

忙碌的工作给伍炳彩增添了不少精神压
力，让他经常血压偏高、头脑不清醒。因此，伍
炳彩经常按揉几个穴位，用来缓解昏昏沉沉的
症状。

1.手指梳头。将十指插入头发，双手在头
部来回做梳头动作。中医认为，经络遍布全
身，气血也通达全身，这些经络或直接汇集头
部，或间接作用于头部。因此，梳头可促进头
部血液循环，提高记忆力，疏通气血，还具有滋
养和坚固头发、健脑聪耳、散风明目、防治头痛
的作用。

2.按揉太阳穴。当人们长时间连续用脑
后，太阳穴往往会出现重压或胀痛的感觉，这
就是大脑疲劳的信号，经常按揉太阳穴可以解
除疲劳、振奋精神、止痛醒脑，有助于集中注意
力。

3.按揉风池穴。可缓解头痛、头重脚轻、
眼睛疲劳、颈部酸痛、落枕、失眠、宿醉等症。

4.按揉合谷穴。可缓解牙痛、咽痛、头痛、
腹痛等，尤其是头面部的疼痛；还能够缓解感
冒、头昏、困倦、耳鸣、耳聋、神经衰弱等症。以
一手的拇指指骨关节横纹，放另一只手虎口
处，拇指下压所按之处即是合谷穴。

5.按揉太冲穴。可降血压、缓解焦虑情
绪，不妨多按揉，但切忌用力过大，一次四五分
钟即可。按压后可以喝少量的水，以助代谢。
足背侧第一、二跖骨结合部之前凹陷处就是太
冲穴。

护肾健脾，慎喝绿茶

伍炳彩曾经有过三次胃出
血，其中有一次就是因为饮茶过
量。他指出，绿茶是寒凉之物，
脾胃不好的人最好不要喝。为
了保护脾胃，伍炳彩经常做以下
几个保健动作。

1.按揉足三里穴。老年人
消化系统不好，常年坚持按压足
三里，每次 100 下，可以增强体力、解除疲劳、
预防衰老。对伤风感冒、高血压、低血压、动脉
硬化、冠心病、脑溢血后遗症等病症有防治作
用。

2.按揉三阴交穴。三阴交在小腿内侧、足
内踝尖上 3 寸，胫骨内侧缘后方，用手或另一
只脚后跟按揉三阴交，每次五六十下，可健脾
和胃、调补肝肾，还能行气活血、疏经通络，有
补肝、补脾、补肾的作用，对胃酸、食欲不振有
很好治疗效果。

3.叩齿。保护好牙齿对身体保健非常重
要。孙思邈在《千金方》中指出：“每晨起，以一
捻盐纳口中，以温水含揩齿，及叩齿百遍，为之
不绝，不过五日，齿即牢密”。

经常叩齿可以增加唾液分泌，提高消化能
力，增进食欲，有强肾固精、平衡阴阳、疏通局
部气血、畅通经络、保持并增强咬肌和牙齿根
基部的整体机能，还能延缓老年性机体萎缩带
来的凹脸瘪嘴，提高牙齿抗龋能力和咀嚼功
能，促进口腔、牙床、牙龈和整个牙齿的血液循
环。

五步保健，耳聪目明

年近八旬的伍炳彩耳不聋、眼不花，看病
开方不用戴老花镜，其他专家都惊讶于他的好
视力，这都得益于伍炳彩平时经常做的几个动
作。

1.轮刮眼眶。双手大拇指指背稍加用力，
从眉头刮至眉梢。《黄帝内经》说“目得血而能
视”，眼睛有血液的供养，视力就不会衰退。经
常按压眼眶，可以促进眼睛的血液循环，防止
眼睛疲劳，还能起到保护视力的作用。

2.按揉迎香穴。经常用食指指腹垂直按
压迎香，每次 1~3 分钟，能使鼻子保持舒畅，对

肺部也有很好的保健作用，可预防肺病、鼻炎。
3.揉搓面部。经常用双手揉搓面部，可促

进面部的血液循环，预防老年斑、色素斑，使皮
肤红润有光泽。另外，脸的正面有足阳明胃经
通过，经常搓揉有助于胃经畅通，则消化能力
更好。冬季搓脸还可以防治和改善鼻炎，并预
防感冒。

4.揉搓双耳。耳朵与脏腑的联系非常密
切，中医“肾开窍于耳”“心寄窍于耳”“脾主升
清以充养耳”“肝胆之气影响耳”的理论最为历
代医家所重视。耳朵上有许多穴位，经常来回
揉搓，可以起到补肾的作用。

5.震天鼓。用双手按住两耳，两手手指分
别在后脑弹击，耳内便会响起如击鼓之声。每
天弹击，可预防耳鸣、耳聋，还可以起到保护听
力的作用。

心态豁达，恬淡虚无

“心情忧虑也会导致高血压，我年轻时就
压力大，心情太紧张而患上了高血压。”伍炳彩
说。患有高血压几十年来，他靠着两剂秘方调
理身体，血压一直相对稳定。

一剂是汤药名方六味地黄汤，熟地 15 克，
山茱萸肉、山药各 12 克，丹皮、泽泻、茯苓各 10
克。共煎，去渣，取汁，每天 1 剂，分两次服，这
剂药方对肾阴虚患者有所助益。

另一剂是心药——恬淡虚无的心态。中
医认为，人的五志（怒、喜、思、悲、恐）与五脏相
互关联，心在志为喜，肝在志为怒，脾在志为
思，肺在志为忧，肾在志为恐。五种情志过甚
会伤及五脏，如怒伤肝、恐伤肾等。伍炳彩在
临床上曾提出“因病致郁，因郁致病”的观点，
认为治病需要治情，调达情志对于疾病的恢复
以及保持身体健康状态有着极大的帮助。

袁德赞

真实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