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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镇的街道上住了一对长寿夫妇，
丈夫 96 岁，妻子 95 岁。 我每天上下班，
从他们家门前经过， 老人都要和我打招
呼：“上班去了啊！ ”或是说：
“
明天礼拜六
了，又可以休息两天了……”他们的记忆
力可真好，这么大的年纪，日期记得这样
俞
清楚，还不时跟我开开玩笑呢。
东
这位高寿老头姓陶， 大约是陶渊明 升
的后代，一生淡泊名利，乐观从容。 年轻
时因为工作上的事，陶老与上司顶了嘴，
从此上司对他“另眼相待”，经常给他“穿
小鞋”，他一气之下辞职了，回到乡下老
家。 他想：“常言道，荒年饿不死手艺人。
我有一双手，学会一门手艺，手做嘴吃，
还能饿死？ ”通过拜师学艺，加上刻苦钻研，陶老后
来掌握了一手过硬的木工技艺。 他不但能制作各种
木器，还能在家具上雕龙画凤，做出来的家具简直
是工艺品，他因此名闻遐迩。 有很多外地人慕名而
来，求购他的家具。 陶老依靠自己的勤劳智慧，生活
得很富足，很开心，也很有尊严。
陶老爱好抽烟、喝酒，思维敏捷，性格开朗，喜
欢讲笑话。 他爱好木工技艺，把干活当成一种乐趣，
每天早晨睁开眼睛，就拿起木工工具，开始忙碌，一
直忙到太阳落山。 七十多岁时，陶老还上门给人打
家具，力气一点不比年轻人差，技艺也到了炉火纯
青的程度。 到了八十多岁，陶老才在家人的劝说下，
放弃继续干木工活，但他闲不住，每天在家里打扫
卫生，养花种菜。
九十岁以后，陶老还每天走五里路，给街上开店
的孙女送水送饭，送曾孙子上学。 闲时，陶老常捧一
杯粗茶， 和他的老伴在屋外晒太阳， 和邻居聊天说
笑，一天到晚都是乐呵呵的。 他的笑声如洪钟一样浑
厚悦耳，很远都能在空气中感受到陶老欢笑的颤音。
他的记忆力特好，只要有一面之交，他就能记住对方
的名字，再次相见，总是主动地和别人打招呼。
陶老夫妇结婚七十多年了，感情融洽，相濡以沫。
老太太的记忆力也很惊人， 家里十几口人的生日、属
相，她都记得一清二楚。 她常常对邻居们讲述年轻时
的故事，半个世纪以前的那些人名、地点、事件，她都
能复述得头头是道，仿佛这事刚刚发生在昨天。
现在，生活条件改善了，人们都很注重养生，追
求长寿。 陶老夫妇一生没有刻意养生。 但是他们
“意
外”地获得长寿，我想，这与他们的两条“长寿经”有
关：一是修炼一颗淡泊名利的心；二是锻炼一颗机
智灵敏的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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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鞋子，种类可谓五花八门。 皮鞋、
胶鞋、布鞋、凉鞋、休闲鞋、运动鞋等等。 然
而，历代传承下来的草鞋，年轻一代却知
晓的不多，但对于上了年纪的老人们来说
却是一段抹不去的记忆，难以忘怀。 如今，
随着岁月的流失，草鞋在大中城市已鲜少
见。
近日，在达城中心广场，记者有幸巧
遇到一位卖草鞋的老人，只见老人从大背
包里取出十六双草鞋一一摆在花台边，吸
引了不少市民围观。“稀奇稀奇，好多年没
见到这宝贝了， 还是在农村当知青时穿
过。 ”“这草鞋样式好又结实，老哥子，好多
钱一双？ ”一位 60 多岁的大爷拿着一双草
鞋爱不释手，边看边问。“稻草的 17 元，其
它 20 元一双。 ”老人笑着说，他编的草鞋
样式多，有稻草的，有棉麻的，也有尼龙线
与网线的，不但男同志可以穿，还有女同
志穿的样式。 达城通川大桥下、通川区亭
子镇、麻柳乡与宣汉县场镇上卖的草鞋大
多数都出自他之手。
“穿草鞋既轻便又透气， 柔软又舒
服，天晴落雨都可以穿，特别对患有脚气
的人更有好处。 ”老人说，他叫杜开义，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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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76 岁，家住宣汉县柏树镇太坪寨村 12
组。
第二天上午， 记者应约专程前往老人
家，见老人正端坐在木质机架上操作，机架
上挂有不少尼龙线与棉麻线， 前面小凳上
摆有已编好的几双草鞋。“这是机头、这是
翘，这是木锥......”见记者拍照，老人将编织
草鞋的工具与程序大概作了介绍。老人说，
他现在正给一位退休医师编草鞋， 明天上
午便要送过去。 自从老伴离世后老人便与
儿子住一起，日子过得也不错，虽然自己年
过古稀， 但身板子还算健旺， 平时除放牛
外，便继承已故父亲的手艺活编草鞋，一是
怀旧打发时光编织快乐， 二是编草鞋赚点
零花钱帮补家用， 三是让自己手脚灵便权
当健身。“现在会编草鞋的人越来越少了，
希望这门民间手艺不要失传。 ”老人说，等
段时间编几双样式好的草鞋带到孙女工作
的成都去卖。
“鞋子贵的不一定是最好的，漂亮的不
一定最实用。 ” 一位家住大北街的肖大爷
说，草鞋不但价廉物美，而且穿起十分舒适
起脚，他与几位老友夏天都喜爱穿草鞋。
（本报特约记者 赵明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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