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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是最大的幸福

人生百味人生百味

■ 戴洁颖

看书画，常常是看自己
■ 如 平

身边故事身边故事

校园文字校园文字

诗以言志诗以言志 爱奉贤
■ 蒋 帅

笑 脸
■ 沈 佩

这里的天空
是封深蓝的情书
邀请世界阅读
东方美谷的翩翩风度

这里的古桥
走过言子的脚步
世代贤人汇入
上海之鱼的豪迈气度

这里的梧桐
都是凤凰的归宿
让每个人出彩
九棵树里的国际高度

这里的四季
是部丰收的连续剧
新片区来拥抱
海国长城的历史厚度

遇见奉贤
一眼万年
花的海洋
鸟的天堂

爱上奉贤
一世情缘
云的故乡
人的乐园

处理完一些日常琐事后，我顺
便去人民路逛逛，买了点孩子爱吃
的糕点，想起开学后儿子要带去学
校的袜子，就打算在人民路袜子专
卖店买几双备用。

我撑着伞，拎着大包小包的杂
物拐进了一家袜子店，自觉地收拢
好滴着水的雨伞，放置在门口的水
桶里。店里四处摆放着琳琅满目
的漂亮袜子，就一个面色暗沉的瘦
女人守候着店面。

我朝周围看看，想买两双低帮
的船袜给孩子，就开口询问“有
那种男孩子耐穿的袜子吗？”年少
的半大小子生龙活虎、精力充
沛，一双平常的袜子往往穿上没
几天就露脚趾头了。瘦女人板着
个脸，很是不屑地讲：“我的袜子
都是牢的！”一副高高在上，无所谓
的样子。

好吧，那么就换一家吧！隔着
几个店面又有一家袜店，才一进门

“欢迎光临！”几张阳光明媚笑吟吟
的脸庞让人如沐春风。八面玲珑
的美女们和颜悦色地跟我打着招
呼，团团围绕在我身旁，一口一个

“姐，姐”甜甜地喊着，我的心情不
由得放松许多。妆容精致的女孩
们认真听着我的要求，拿出几双不
同款型的袜子，介绍了几款含棉量
80%左右混纺型、耐磨的深色男用
船袜。据她们讲男孩子的运动量
大，更适合混纺的棉袜，单价 15 块
钱一双挺实惠的，这也是我能够接
受的心理价位。于是，果断买了两
双不同花纹的黑袜子。

其实，大多数袜子专卖店的进
货渠道、品类款型以及产品材质差
别不大，没什么太明显的区别。区
别就在于，一张阴沉冷漠的面具脸
和热情款待的笑脸间迥异的差异。

一个冷若冰霜，拒人于千里之外，
一个自然亲切，让人如沐春风……

生意、生意，生来的就是个“和”
字！和气才能生财，正如人们常说
的，以和为贵，财源滚滚自进来。

一张和气的笑脸，就是招财进宝
最好的广告。

前几天又去了趟市区，是补上
周没有去成博物馆的遗憾。参观实
行预约限流之后，馆里空空荡荡的，
所以才发现每一件展品上方的射灯
是红外线控制的，走近了才会打开，
很是惊喜。

首先是虚谷。好奇怪的名字，
但其实并不陌生。先生自从爱上了
国画之后，口中常常念叨他。虚谷，
姓朱，名怀仁。“怀仁”两字，叫得明
明白白。王阳明叫王守仁，心怀仁
爱，守住仁爱。两位的父母都期许
孩子长大后好好做人。父母对孩
子的期望，从给孩子起的名字中就
能窥探一二。做有爱之人，是做人
之本。古代父母以心怀善念为做人
之本的观念教育后代，后代大抵都
不会太差。

虚谷，是朱怀仁的“字”。古
代读书人都有字号，父母取的名
字，自己不满意怎么办？长大后就
给自己添个字号，这是自我意识和
自我成长的体现，一个有意识自我
成长的人，一定不会虚度此生。有
了字号之后，朋友之间就喊你的

“字号”，喊得热络，叫得亲切，就
好比现在熟人之间称呼时会把

“姓”去掉，只喊你的“名”，多少
带点喜欢的感情色彩。

字号也是人生境界的一种体
现。我想“虚谷”应该是“虚怀若
谷”的意思，告诫自己胸怀要像山谷
那样深邃广阔。不同的人生阶段因
领悟不同，会给自己取很多个字
号。比如齐白石的字号，齐璜、濒
生、白石、老萍、饿叟……从这些字
号中，我们几乎能看出一个人精神
成长的过程。

我年轻时给自己取过一个别
名，叫“胜男”。多大的野心，想要胜
过男人，现在想来多么可笑。但那
时就是这样，满身都是朝气，压都压

不住。“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
济沧海”，浪漫主义至上的年龄，满
身都是李白的诗气。后来就明白，
即使超过了男人，又有什么意义
呢！“超过”两个字，多么辛苦！一心
只想着“超过”，就会忽略人生过程
里曼妙的风景，慢慢走的过程比急
功近利的结果精彩得多，温暖得
多。如今，我给自己取笔名“如平”，
如是平凡，如此平静，告诫自己安定
淡然，与世无争。

再说虚谷，虚谷后来做了和
尚。书画界做和尚的很多，怀素是
和尚，八大山人是和尚，李叔同也
是。呆在世俗里烦恼一多，出家的
念头估计很多人的头脑里都会一闪
而过。但毕竟下不了决心，现世的
繁华太多，我们的贪恋太多。

虚谷，到底不是浪得虚名，至少
已经震撼到我。以前很喜欢徐渭和
八大山人，他们的画桀骜不驯，张扬
个性的画风仿佛与一切循规蹈矩的
传统激烈地斗争，他们是中国的毕
加索和梵高。

但虚谷不同，他没有锋芒，他
那几幅册页小品中透露着一股温柔
的力量，这力量似乎更智慧、更低
调、更禅意，也更符合我现在的审
美。画中所阐释的美学意象和精神
理想很现代，虚谷像是活在古代的
现代人，或是现代人穿越去了古
代。他的画风很接近当下的画家

“老树”。清清浅浅地用色，看似凌
乱却又笔笔用意，或景或物或人，
神似韵足，妙趣横生。看久了，仿
佛去了那画中的风景里，一同安
详，一同淡泊，一同竹篱茅舍，一
同明月苍山。

绘画就是这样温柔地提醒我
们，生活中的一些美好可以被诗意
地定格下来重新滋养我们，感动我
们。然后，把身体里一些些性灵的

气质找回来。
当然，不单单是一个虚谷，还有

竹林七贤，还有吴昌硕，还有王阳
明、王铎、王冕。每一个人都是那么
精彩，都可以从他们身上找到一点
点自己的影子。

看书画，常常是看自己。书画
家只是用笔把我们骨子里的一些念
想，用线，用色，用一些转折和涂抹，
那么细致地铺陈出来，描摹出来，表
达出来……

我婆婆97岁那年，仅住三天医
院，就安详地驾鹤西去，她的离世，
如秋叶般静美，真是一种福气。

我生母70多岁时，因三高引起
脑中风、心脑病，瘫痪在床三年多。
她口齿不清，大小便失禁，心脏装着
起搏器，靠纸尿布、吸氧气、输液靠
流汁食物维持着生命。她瘦得皮包
骨头，深凹着双眼，象骷髅头上包了
一层皮，使人害怕，更使我心痛。她
在病魔的折磨中，痛苦地去世。

两位长辈的离世，引起我的深
思。我婆婆是个农妇，公公是个中
学音乐教师，仅靠一点微薄的工资，
养育 10 个儿女，真是一贫如洗、家
徒四壁。婆婆白天忙农活，晚上为
儿女做鞋、织毛衣，起早摸黑动个不
停。吃的是自家种的应季蔬菜，难
得吃荤腥。她看淡世事，从不强求
孩子，她对孩子们说：“大学生当然
好，种田也不错。活着一定要勤劳、
快乐、健康”。她的10个儿女有6个
是大学生，其它是农民、工人、木匠，
她都很满意。当公公拉小提琴时，
随着琴声，她边干活，边哼歌，心态
极好。深夜，头一贴上枕头，一觉睡
到天亮，从来不失眠。她的健康得
益于：动补、心补、睡补。

我的先辈劳心耗神创造了殷实

的家业，过着富裕的生活，享受不到
6 年，先后因病离世。我的父母吃
得太好，久坐少动，思虑太多，经常
失眠，影响了健康，多种疾病缠身，
生活得不适意，寿命都不长，去世时
很痛苦。

我真担心，遗传因素是否会影
响我的健康。后来，在杂志上看到
钟南山院士强调，人很容易“死在嘴
上，懒在腿上。”每个人都应自觉养
成良好的健康生活习惯。我欣逢盛
世，沐浴时代韶光，享受改革开放
的成果。我的住房外面是中央公
园，绿树成荫，鸟语花香，自然环
境好；我生活的奉贤区是市郊首家
全国文明城区；社会环境好：菜市
场、文化活动场所、社会治安和交
通秩序都好；医疗条件好，医务人
员在这次疫情中，舍生忘死的英雄
气概更值得称道。感谢政府为老百
姓创造了决定健康的三大因素，而
战胜遗传因素，必须靠自己养成健
康的生活方式。久坐少动的习惯我
要坚决改变，我买了计步器，每天
走一万步，还学跳“踢踏舞”。可运
动过度，膝关节软骨严重磨损，关节
肿胀，有积水，僵硬得下蹲也困难，
钻心地痛，走路跛行。我去区、市多
家医院看病，医生都要我置换关

节。后经市名医石氏传人，国医大
师李浩钢主任医师治疗，保住了关
节。有文介绍：关节炎患者可以通
过游泳体疗帮助康复。我六十六岁
学吹打，在水中几经沉浮，学会了
游泳。近 10 年游泳，使我的关节
炎逐渐好转，肿胀消退，疼痛次数
少了许多，跛行也大有改观。“人
很容易死在嘴上”，这句话我牢记
在心，为了不受美食的诱惑，不放
纵食欲，我严格控制自己，推掉了
不少饭局、聚会，亲戚朋友对我很
有看法，说我不近人情，脾气古
怪。“走你的健康路，让人们去说
吧。”我还参加了老年大学气功班学
习，练气功动静结合，排除杂念，获
得了心灵上的宁静，提高了睡眠质
量，俗话说“吃人参不如睡五更”，可
见睡补能增强人体的免疫力。

今年我已经75岁，长久健康的
生活方式战胜了遗传因素。在我生
母的6个儿女中，唯独我没有三高，
心脏、脉博很正常。

治病莫如防病，防病必须养生，
养生方能长寿。老年人应该按照身
体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运
动，针对自己身体状况选择该吃的
食物，坚持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就
可以快乐无恙地走向天年。

荷塘蜻蜓（国画）

■ 夏冬静

副刊投稿邮箱：
921393236@qq.com

贝港即景
■ 郑昌时

鹁鸪声声催梦醒
蛙鼓咚咚叩窗门。
得天独厚小公园，
绿树繁花水盈盈。

彩色塑道绿丛映，
恰似九天彩虹影。

只因健道有神韵，
走出健康精气神。

三五成群多媪翁，
家事国事唠不停。
说说笑笑享小康，
囊中羞涩今充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