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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地
年
老
人上了年纪就会觉得
孤独，子女们都只顾忙自己
的事情而不去关心老人。
我的老公有个奶奶，今
年 96 岁了。 我和老公结婚
时，奶奶一个人住在一套二
室一厅的房子里，她身体很
健康，自己还能做饭、洗衣
服、拖地板。奶奶很疼我，每
次我和老公带着儿子去看
她，奶奶眼里总是含着眼泪
拉着我的手。 是啊，老人一
生有 7 个子女，但是现在她
老了，身边却连个说话的人
都没有， 真是让人看了心
疼。
我和老公商量后，说是
为了照顾两岁半的儿子，硬
是把奶奶接到我们家，让她
和我们一起生活。 同时，我
还请了保姆。 白天，我们去
上班了， 保姆和奶奶牵着我儿子在
楼下的院子里玩。 慢慢地，我发现老
人笑的时候多了，人也不寂寞了。 奶
奶逢人就说她很幸福， 有一个非常
好、非常孝顺的孙媳妇。 还有，你知
道吗？ 她有时候还和两岁半的儿子
争东西呢， 我看到真的觉得特别开
心，我希望奶奶能活到 120 岁。
我觉得老人， 特别是年纪大的
老人，她们特别怕孤独。 作为子女，
可以让她们和你同住， 让她们觉得
你很关心她们， 更要让她们感觉到
有一种家的温暖， 感觉到有子孙们
的幸福。 如果你家里有老人，那么你
一定要在百忙之 中 抽 空 多 关 心 老
人，千万不要忽略老人的感受，一定
要给你的后代做个好榜样， 因为在
几十年以后你也会成为老人， 你也
会得到同样的待遇。
真心希望天下所有的老人都能
身体安康，晚年幸福！
（钟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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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开元：妙笔描美夕阳红

陈开元正在写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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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还善长雕塑，达城人民公园湖中的“渔童”
雕塑便是他上世纪 80 年代的杰作。 退休后，
陈开元不喜爱玩麻将打牌，而带着画本画板
常到凤凰山、火峰山、塔沱、莲花湖、州河边
与公园写生绘画， 或在老城区中心广场、西
外人民广场画地画练地书，每天的生活充满
阳光开心愉悦。
“生活是艺术创作的源泉。 ”陈开元热爱
生活，特别对大自然情有独钟。 近年来，为画
好家乡的凤凰山长卷，并追求画中的真实性
与完美， 数次翻山越岭足迹遍布凤凰山，边
画边标记。 雄伟的红军亭、美丽的凤凰楼以
及王家山在哪个位置，哪里有农家乐与村庄
瓦房，哪里有堰塘小溪小桥，哪座山坡上有
多少电线杆，他都铭记于心，回家后便宅在
家中反复修改画稿。 如今，数米长卷《风凰
山》《张爱萍故居》《白塔》 等画作均已完稿，
下一个目标便是前往西外大寨子公园写生
作画。
“
绘画艺术是我一辈子的追求与爱好，
忘不了,丢不下。 ” 陈开元说，建筑画的雄
伟，山水画的意境，鱼鸟画的情趣，人物画的
神态都充满着无比的美感。 绘画能修心养
性，陶冶情操，益智健身，活到老学到老，把
生活中的美定格在画作中是一生中最开心
的事。 陈开元虽年事已高，但他还会一如既
往， 用手中的画笔描美家乡的山山水水，描
美绚丽多彩、红艳艳的夕阳美景。
（本报特约记者 赵明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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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原是一名绘图工程师，因绘图对美术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朝气蓬勃的年轻小伙
到如今满头银发的古稀老人，工作之余从未
停过画笔。人物、山水、建筑、花鸟、飞禽走兽
……件件画作在他笔下栩栩如生。他叫陈开
元，今年 78 岁。
六年前，记者拍视频曾采访过他，六年
后在达城中心广场再次遇见，他依然思维敏
捷，精力充沛。在寒冬暖阳下，戴着皮帽系着
围巾的陈开元挂着画板端坐在小凳上，边描
绘一幅山峦画边与围观市民热情交流。一位
认识他的中年男士称， 陈老师不但画画好，
地书写得不错， 描绘的地画更是赏心悦目，
在达城堪称一绝。 如常画的有“鸳鸯戏水”、
“蜻蜓吻荷花”、“牡丹”、“腊梅”、“向日葵”、
“兰花”、“山水”等，常常引来不少市民围观
赞叹与拍照。
小憩时，记者采访得知，陈开元不但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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