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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与老伴同是一个单位的职工，退
休后， 老俩口本应享受五彩斑斓的夕阳
生活， 然而，11 年前年逾六旬的妻子张
汉平不幸突患脑梗，5 年后跌跤又导致
左腿髋骨骨折，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十多
年来， 丈夫许建平与女儿许劲虹不辞辛
苦，日夜精心伺候张汉平。
“吃五谷生百病， 好的是许大哥贤
惠，女儿又孝敬。 人生一世不图啥，唯有
个好老伴与孝顺的儿女最实在。”近日上
午，在达城中心广场，许建平与女儿推着
轮椅上的张汉平转悠时， 不少认识他们
的市民对父女俩夸赞声不断。
“妈妈不要哭，这位叔叔原是我们一
个单位的，你认识不？”许劲虹对记者说，
她妈妈只要见到熟知的人， 苦于不能表
达，便流泪着急。
11 年前，许建平一家住在原地区钢
铁厂家属区， 近六旬的张汉平患有腰椎
间盘突出症。 一次外出张汉平突然站立
不稳，扑倒在路边的一个小摊。 事发后，
家人们误认为张汉平系年老钙流失，便
给她打了一周的依降钙素， 症状不但没
减轻反而更严重， 便先后到通川区第四
人民医院与达州市人民医院拍片检查，
便确诊为脑梗。从此，许建平与女儿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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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起了日夜照料张汉平的重担。
5 年后，张汉平母亲离世，一家人从
达钢厂搬到市中心医院家属院。 每天清
晨，许建平 5 点过起床，将芝麻糊等早餐
做好后，再给老伴穿衣洗脸，然后用小瓢
羹慢慢给她喂早餐。 餐后，与女儿一起推
老伴外出转悠。 春冬季，前往滨河游园或
中心广场享受冬日的暖阳；六月盛夏，便
到市人民公园避暑，见闻鸟语花香。 晚餐
后，又给老伴按摩洗脚，9 点半便让老伴
上床休息。 夜间不但要照料老伴多次翻
身， 每间隔两小时还要搀扶她上一次卫
生间。 每晚，许建平断断续续只能睡上 5
小时左右。
“
妈妈从小喜爱看书， 学习也很优
秀。 ”许劲虹说，母亲念初中时，是班上的
班长和团支书，唱歌跳舞样样会，还是学
校射击队的成员。 参工后，一直担任厂工
会的图书管理员，所以，自己从小崇拜母
亲。 父母养育她与哥哥吃了不少苦头，如
今母亲年老患病，姊妹俩要感恩回报，全
心全意地疼爱照料母亲。
“夫妻靠缘分，也是命运的安排，她
有病，我有责任和义务照顾她一辈子。 ”
许建平看着老伴深情地说。
（本报特约记者 赵明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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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棋书画古代被称作文房四艺，是
文人墨客颇为称许的娱乐活动。古人认
为，抚琴、弈棋、写字、作画，或者只是听
琴、观棋、赏字、阅画，能赏心悦目，陶冶
情操，有益于健康和长寿。的确，在清静
明亮的屋内，或临摹、展玩字画，或抚
琴、听琴，或观棋、弈棋，品味出其中的
佳妙之处， 达到心领神会的境界时，就
能体会到其中无与伦比的乐趣。 可见，
琴棋书画是能够养性助乐、调剂精神的
娱乐方式。
抚琴养生调心神。弹琴是我国传统
文化中的一种雅趣，唐代孙思邈在《千
金要方》中说：“弹琴瑟，调心神，和性
情。 ”古人借琴抒发情怀，指应于弦，籍
琴已成曲，心动而手应，畅心情而动肢
体，从而有益身心。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就是用
琴瑟之乐来防病健身的。他在《秋声赋》
中说道：“
欲平其心以养其疾，于琴将有
得焉，听之以耳，应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湮
郁，变其忧思，感人之际，亦有致者。 ”正如欧阳
修所说，优美的琴声，可以调节情绪，转移精神
压力，陶冶情操，舒畅情志，赋予人们无限的欢
乐。 操琴时，手指灵活的运用，有助于疏通经络，
调和气血，养心健脑，可谓一剂养生妙药。
弈棋修炼养功夫。 棋类是一种兼娱乐与益
智于一身的娱乐活动。 弈棋时，精神集中，头脑
冷静，思考周密，可以排除一切杂念，这种状态
犹如修炼静养功夫，心神专一，意守棋局，谋定
而动，心气平静，因此有“善弈者长寿”之说。 但
棋迷们需要注意几个问题：一是不能过度耗神，
一般来说，“三打二胜”，1-2 小时即可，不能“弈
而忘返”，过度疲劳；二是注意弈棋的姿势，应该
保持自然的坐位，避免蹲下或长时间低头；三是
不要计较输赢，做到“对弈从来乐趣多，胜亦高
兴败亦喜”。 抱着这样的态度，弈棋才能真正起
到愉悦身心、养生保健的作用。
书画悦心凝心神。 古代有“诗书悦心，可以
延年”之说，这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练书法、习
绘画，必须意力并用，心神集中，杂念尽消，心正
气和，神意安稳，荣辱皆忘。“先默静思”以净化
心灵，然后运气于指、腕、臂、腰，以调节全身之
力于指端，“下笔点画波撇曲直， 皆尽一身之力
而送之”。 所以，有人形容书法、绘画，犹如一种
在纸上进行的太极拳，同样也可使全身肌肉、筋
骨运动，达到舒筋活络的作用。
（陈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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