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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榆老人
我是宣汉县的一位民政人。 退休
刚过两年，可我觉得自己早已步入了
“老年”之列。
每次照镜子，我都胆颤心惊，不忍
看到头上日渐稀疏的头发。 我的头发
脱落后，使我未老先衰不说，常常还会
遇到尴尬， 让不熟悉我的人刚见到我
时， 还以为我是花甲之翁。 一次过马
路， 眼见一小学生将要被迎面驶过的
大卡车撞上， 我眼疾手快一把拉过学
生，避免了一场灾难。 脸色煞白的学生
妈妈感动得摁着孩子跪在地上， 一个
劲地直叫
“
多谢老爷爷救命之恩！ ”还
有一次采访一位老红军， 那位老先生见我头顶
光秃，就说我这么大年纪还在从事新闻写作，真
是老当益壮难能可贵，令我啼笑皆非。
我好想知道脱发的原因。 有人戏称为“聪
明绝顶”，可我在日常生活中却常常是“后知后
觉”、愚昧之极，没有多少事情能够做到预知未
来心想事成。 一位和我酷似交情颇深的文友说
我太谨小慎微，根本说不上聪明睿智，而那些
事事顺畅的人不见脱发。 有人说我爬格子太玩
命了，但我也没有写出什么惊世之作来，而那
些功成名就的作家诗人，也不是荒芜了头顶才
丰收了作品。 我给人们调侃的是因为营养不
良，才使那些秀发弃我而去，但这也不成其为
理由。 因我在乡下采风时，见到的一些贫穷山
民啃玉米咽土豆红薯， 生活比我还差一截，而
他们的头发虽说是脏乱蓬松但还是那么郁郁
葱葱。
为了寻找知己， 也为了求得心理平衡，我
上街时，不看美女俊男，不看商店里的奇装异
服，最爱寻觅的就是脱发者。 年纪大的脱发者，
我瞟一眼就会放过；当终于寻找到一位年龄与
我相仿的脱发者时，我的目光会紧紧摄住他不
放，即使走远了，我也要注目看到他的身影完
全消失， 心里还想着他是从事什么职业的，怎
么也脱发。
但是，不管头发怎么脱落，头顶怎样荒芜，
我都在努力地使自己的头脑不因此而贫瘠。 我
不断地读书、看报，不断地思考，不断地写作，
以期丰富自己，肥沃自己。 看来这些养份是养
不得头发了，也只好随它去罢。
（王先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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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旬老翁照顾
瘫痪老伴十七载

常言道：“
家常菜，粗布衣，知冷知热老夫
妻。 ”夫妻相伴不仅是在一起共同生活，更包
含相亲相爱、责任与担当。达川区草街子巷住
有这样一对老人，妻子 17 年前突患严重的风
湿性关节炎导致瘫痪，生活完全不能自理，88
岁高龄的老伴全天候精心伺候，不离不弃，用
自己的行动诠释了对妻子的真爱。
“一哭兮，我良人，今天为何要独情，别开
儿媳为何事，忽然一病入天庭。 二哭兮，我夫
君，夫上天庭妻上心……”近日，在达城仙鹤
广场， 满头银发戴着老光眼镜的张国尚老人
推着轮椅上的老伴边走边唱，唱腔悠悠，真切
感人，引来了不少市民的关注。
“还是老俩口亲，长期伺候瘫痪老伴从未
有过半句怨言。”“老人家，你背的是古文吗？”
一位五十多岁的大妈好奇地问。“这是古诗
《妻祭夫》，不知出于哪个年代，指丈夫去世后
妻子痛哭，诵此文表示深切思念，解放前许多
艺人打鱼鼓筒时便吟唱这首诗。”张国尚老人
说，他历来喜爱古文古诗，对夫妻恩爱方面的
古文古诗更情有独钟。不一会，当老伴感觉热
时，张大爷又拿出小扇不停地为老伴送风，并
出口成章又背出好几首夫妻和睦相处， 永世
恩爱的诗句。 一位八十多岁的太婆见状竖起
大拇指频频为张大爷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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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交流得知，张国尚老人老家平昌县，
19 岁与老伴成亲，育有四儿两女。 六十多年
来，夫妻俩虽说不上相敬如宾，但也相亲相爱
从未红过脸。自从老伴瘫痪后，在外地工作的
儿女们极不放心， 五年前便催促两位老人来
到达城，为了不给儿女们添麻烦，张大爷要求
与老伴另住租房，但每年的房租金、生活费与
治病费儿女们个个主动承担， 还常到租房照
料老两口的生活。
无论春夏秋冬， 张大爷每天早晚给老伴
擦身、按摩与洗脸洗脚雷打不动，早餐与午餐
后便推老伴到仙鹤广场、 石家湾或山水人家
等小区转悠， 夜晚还要给老伴多次翻身与上
卫生间。
“我在世一天就是她的依靠，就要对她负
责。 ”张大爷说，恩爱不是挂在口头上的甜言
蜜语，而要落实在日常生活中。如今自己年近
九旬，长年伺候老伴也深感力不从心，但只要
老伴在身边，自己再苦再累也甘之如怡，无怨
无悔。
“一日夫妻百日恩，同甘苦共患难，张大
爷是我们见到伺候老伴年龄最大的， 老人家
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一位六十多岁的大妈
感慨地说。
（本报特约记者 赵明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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