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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有所乐
婆婆快 70 岁了， 她平时注重锻炼
身体，每天买菜、逛公园都是步行往返，
晚上再去跳跳广场舞。 按她说的，一天
不动弹，就觉得浑身难受。
半年前，婆婆觉得膝盖疼，到医院
去检查，诊断结果是滑膜炎，医生建议
以后少走路，尽量不要爬楼梯。 婆婆住
的是平房，不需要爬楼梯。 少走路，对她
来说却是一个难题，每天宅在家里的婆
婆，变得无精打采。
有一天， 婆婆从电视里看到一组老
年骑行团的镜头， 一群白发苍苍的老年
人，身穿统一的红色骑行服，排成一队结
伴骑行，看起来潇洒又从容。 婆婆羡慕得两眼放
光，拍着手笑了：
“
不让我多走路，我也可以像他们
那样骑车呀，总不能就这样整天困在屋子里！ ”
第二天一大早， 婆婆把她那辆旧自行车推
出来，上上下下擦洗干净。 她先骑车去了一趟公
园，回家后跟我们说：
“
骑车遛弯的感觉也很好，
以后自行车就是我的腿了。 ”刚开始骑行，婆婆
担心体力达不到，只是从家骑到公园，再骑到菜
市场，在离家不远的地方转来转去。 经过一段时
间的锻炼和适应，她开始试着延长距离，慢慢也
能骑到郊外，每次往返一个多小时，她也不觉得
累。
有一天，婆婆从郊外骑车回来，得意地跟我
说，刚才碰见了一位老同事，对方夸她气色好，
说是看起来比退休之前还精神。 更重要的是，老
同事说以后也要跟婆婆结伴，一起骑自行车。 她
有了伴儿，我们就放心多了。
没想到老年人爱好骑行的人真不少， 婆婆
的骑行团从最开始的两个人， 很快就发展到了
十几个人，都是退休在家的老朋友。 他们一起商
量骑行的目的地， 有时去采摘园采摘新鲜水果
回来，有时一起去钓鱼，有时一起去野外烧烤，
玩得不亦乐乎。
骑行一年多的时间， 婆婆的身体素质越来
越好，四肢酸痛的老毛病也减少了许多。 因为经
常出门，朋友多了，说说笑笑，她的心态跟着起
了变化，性格越来越开朗。
我羡慕地跟婆婆说：“真希望我将来退休以
后也像您这样喜欢运动， 身体素质好， 心态也
好。 ”她却说：
“
我们年纪大了，也不想争强好胜，
心里不把骑自行车当成运动， 只是把它当成一
种爱好。 假如每天刻意追求骑了多长时间，多远
距离，会有沉重的心理负担，反而不容易坚持下
去。 ”
婆婆说得真有道理，愿她的骑行之路，能一
直这么顺畅。
（张军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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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戴黄色遮阳帽，身穿反光背心，手拿小红
旗，嘴含哨子，无论春夏秋冬与刮风下雨，每天
都执守在斑马线边维持交通秩序， 还及时地为
盲人、老人及小朋友伸出援助之手。 他，便是腿
患残疾的达城交通协管员张光明。
“老人家，千万不要再闯红灯，很危险。 ”近
日上午，在达城通川北路张家湾路口，拄着双拐
杖的张光明边说边将一位高龄太婆从斑马线上
扶上人行道。 不一会，当红灯还有十多秒时，两
位牵小孩的大妈又急匆匆地走进斑马线准备闯
红灯， 张光明及时地吹起警示哨并挥动手中的
小红旗加以制止，两位大妈见状，便快速地退回
到人行道上。
“现正在推进‘四城同创’，加之每天不少社
区志愿者帮忙，闯红灯的现象比以前少多了。 ”张
光明说，每天上午 7 点半左右是人流高峰，个别
市民为了赶班，以及部分老人送孙子上学而不顾
自己安危冒险闯红灯， 只要他在岗便会及时制
止。 交通协管员的工作看似轻松，但责任重大，既
然干上这项工作就要爱岗敬业， 在岗一分钟，便
要尽心尽职 60 秒。 张光明从事交通协管工作 5
年来，他值守的路段从未发生过交通事故。
张光明家住达川区斌郎乡， 一周岁时右脚
不幸残疾。 初中毕业后便与父亲一起承包了生
产队的打米房， 后来又在达城西外一家洗煤厂
从事化验及过地磅的工作，洗煤厂停业后，年近
半百的他便买回一辆三轮车跑运输，刚跑一年，
便被交警部门取缔收车，并发给他补贴费，又安
排他参加交通协管员的培训学习， 培训结束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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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便在达城通川北路当了一名交通协管员。 为
了上下班方便， 交警部门还免费给他配置了一
辆三轮车代步。
“交警处处为我们着想，我们一家人都很感
动。 ”张光明说，为了尽职尽责的干好本职工作，
每天 5 点过便起床，早餐后开 40 多分钟的三轮
车进城上班，中午 12 点半同事接班后他再回家
吃午饭，第二天轮转便上下午班。
张光明家有五姊妹，他排行老二，他从小善
良忠厚，深得父母的疼爱。 父亲去世后，现年 92
岁高龄的母亲便与张光明同住。 每天下班回家，
他不但忙于田边地角的农活， 与妻子还要伺候
老母亲，给老人家端茶递水，洗脸洗脚，剪指甲、
按摩等， 不少亲朋好友与乡邻都夸赞张光明是
少见的孝子。
“母亲养育我们几姊妹成人很不容易。 ”张
光明说，常言道，百善孝为先，前些年母亲在几
兄弟家轮转住，近年来，母亲声称要长住他家，
他便精心地伺候老母亲， 母亲想吃啥便给她煮
啥，尽量让母亲天天开心，健康长寿。
（本报特约记者 赵明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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