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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 得知朋友的公公患

了癌症! 本打算前去探望! 可朋友

却拒绝了! 理由是瞒着老人家病情

呢 ! 不想给老人增加精神上的负

担! 去看的人多了! 恐怕引起老人

的怀疑 ! 加重病情 " 面对这种情

况! 我们只好尊重朋友的决定"

其实! 我很赞同朋友的做法 !

对于癌症晚期患者! 少了精神上的

刺激! 反倒好一些" 有一种说法!

癌症病人很多是被吓死的! 也就是

说! 癌症患者知道自己得了不治之

症!! 精神就崩溃了! 一个人精神

崩溃了! 整个人就垮了! 那么死亡

的速度就会加快"

朋友的公公刚检查出病情时 !

医生就下了死亡通知书#$$最多不

超过一个月% 作为子女无法接受这

样的现实! 即便医生反复声明治疗

已经没用了! 但他们还是想为老人

做最后的努力! 只是没有让老人住

进肿瘤医院! 为的是不想让老人知

道自己得了绝症" 他们在一家医院

为老人配制了中药! 还到处寻找治

癌的偏方" 另外! 他们一日三餐为

老人做可口的饭菜! 精心照料着老

人" 老人每天还出去转转! 累了就

回家歇息! 像平常人一样平静地生

活着" 尽管他们很费心地照顾着老

人! 可老人的病情并未好转! 但老

人的生活是有规律的& 是幸福的"

前 不 久 ! 网 络 媒 体 转 发 了

'医学博士拒绝医治临终父亲 要

让老人安静离世( 一文! 一时间!

人们曾对医学博士陈作兵褒贬不

一 % 作为医学博士 ! 他比任何人

都清楚父亲的病情 ! 癌症晚期 !

死是无法抗拒的 ! 与其让老人在

痛苦中煎熬 ! 何不让老人安静离

世呢 ) 我并不是宣扬不给患者治

疗 ! 就像陈作兵说的 ! *可医的

给他医治 ! 不可医的放弃治疗 !

让病人死得有尊严+% 美国加州大

学家庭医学科肯,莫瑞博士说! 有

尊严地死去也是一种生活态度和

对生命的尊重 % 莫瑞博士的表哥

患脑癌已扩散至脑部! 如每周
#$%

次去医院化疗 ! 也最多只能活
&

个月% 他表哥最后决定回家休养!

只服用了防止脑水肿的药物 % 莫

瑞博士陪表哥一起做了许多小时

候曾经做过的事 ! 表哥坚持了
'

个月 ! 没有经受剧烈的疼痛 ! 走

的时候很安静 % 治与不治都是死

亡 ! 为何不选择一种生活质量相

对高的形式 ! 让患者得以有尊严

地死去呢)

也曾见过癌症患者治疗的情

形! 在医院放疗& 化疗& 打针& 吃

药--患者生不如死! 再加上对癌

症的恐惧 ! 精神与病痛的双重折

磨! 患者身体更加虚弱! 反而加速

了死亡的速度% 看患者如此! 我倒

觉得朋友及其家人的做法很可取 !

既让老人在不知不觉中得到了治

疗! 又让老人在最后的时光中感受

着浓浓的亲情% 老人不知病情! 以

为只是慢性病! 需要慢慢恢复! 所

以精神一直很好! 没有太痛苦! 尽

管最后老人还是离开了人世! 但老

人坚持了
#

个月! 比医生说的多活

了两个月! 更重要的是老人在这
#

个月中被亲情围绕着& 被孝心包围

着! 活得很幸福% 为了不让老人精

神崩溃! 朋友及其家人小心翼翼地

隐瞒病情! 千方百计地想法减轻老

人的痛苦! 并让老人在最后的时光

里享受着那份安静与平和! 可谓用

心良苦% 我想! 这或许是对老人最

好的治疗% !方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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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

不知有多少个儿女可以拿起

电话说一声"

妈 !今天是您的节日!

您辛苦了##

而我的手拿起电话!

却不知该打到哪里##

今天!

有多少个儿女可以回到母亲

的身边!

和母亲拉着家常!

吃着团圆饭##

而我却坐在这里泪流满面!

随着父母的离去!

已模糊了家的概念##

今天!

不知有多少个母亲在翘首期

盼着儿女的归来!

母亲忙碌着做好了一桌幸福

的饭菜##

而我只能静静地坐在这里!

流着泪回忆儿时母亲给我做

的各种饭菜##

今天!

又有多少个母亲会收到儿女

的礼物!

哪怕是一把小小的梳子!

也能为母亲梳理凌乱的白

发##

而我却坐在这里!

一遍遍翻看着我手机里储

存的母亲的衣码和鞋码!

任泪水滴湿我的手机!

淹没我的心##

!马艳丽"

寿从乐中来
我今年

(%

岁!身体很棒!吃

嘛嘛香!精力充沛!老当益壮!走

起路来像个小伙子% 经常有朋友

问我为啥不显老!我回答只有一

个字$$$乐% 在日常生活中!我

保持乐观心态!处处寻找乐趣%

知足常乐 我是一个很知

足的人 !布衣素食就够了 !对于

名利&金钱&地位!从来没有贪婪

之心% 这样!我吃得香&睡得着&

身体好%

不比添乐 每逢老同志&老

战友聚会 ! 常听这个说当科长

了!那个当了处长 !更使人想不

到的是当年的淘气包!只有小学

文化的同学!如今成了腰缠万贯

的老总--对此 ! 有的人想不

通&不服气!有的人自暴自弃&悄

悄生闷气% 我却不这样想!人本

无贵贱之分!只要对事业尽心尽

力&问心无愧!就算做出了贡献%

动中找乐 退休后!调整心

态!寻找快乐!培养多种爱好!自

得其乐% 明月清风随意取!青山

绿水任我游% 清晨!我喜欢去公

园晨练!健步走&参加晨练团队&

认真领会每一个舞蹈动作!举手

投足间仿佛回到了青春时代%

夫妻同乐 我和妻子互敬

互爱!相濡以沫% 茶余饭后!花前

月下!牵手而行!互吐心绪!分忧

解难!共享快乐% 两人分担痛苦!

痛苦减少一半. 两人共享快乐!

快乐增加一倍% !文君"

手捧!闲书"

!!!!!!

俗话说!读一本好书!犹如和一

位睿智的朋友交谈!所以!我退休的

大部分时间都是手捧*闲书+和书中

的主人公进行*交谈+的%

我读闲书有个习惯! 在书房里

躺在神仙椅上看! 神仙椅可以高低

摆动! 旁边桌上放一杯龙井和凤凰

赛烟叶! 那真是一书在手! 宠辱皆

忘% 由于我痴迷闲书!先前老伴对我

总是说三道四!但书友为我抱不平/

*多好的老头啊!不酗酒&不赌博!读

点书有什么不好0 +老伴一想!觉得

也是!转而支持我看闲书了%

我喜欢读闲书!也喜欢藏书% 退

休前!我喜欢到书店或书亭转一转&

看一看!每次都不会空手而归% 到外

出差办事&进修学习!首先想去的地

方也是书店% 记得有一次去南方!竟

在当地一个旧书摊上发现了久未买

到的长篇小说'苦菜花(&'山菊花(&

'迎春花(&'幸福花(和'家(&'春(&

'秋(三部曲% 在本地旧书市!我还买

了上秤称的中华书局出版的唐宋元

明清史料丛书!每本才
#

元% 因为我

特别爱读古人的笔记体小说! 淘到

这些书后! 那份喜悦的心情是无法

用文字言说的%

当然!买书的憾事也是有的% 买

不到中意的书! 心中便会生出一份

失落! 而一旦看到想买的书却价格

昂贵!遗憾也会从心头升起% 买!嫌

贵.不买!又舍不得% 总是犹豫好半

天!甚至好几天举棋不定% 在旧书摊

买书心情就好多了!便宜啊0 因此!

我家藏书大多都来自地摊! 而且都

是我经常看的闲书!如'林海雪原(&

'古城春色(&'烈火金刚(&'野火春

风斗古城(&'红旗谱(&'青春之歌(

等!老伴在我的引导下!时不时也看

起书来%

大凡读书人都喜欢旅游! 所谓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退休后!我和老

伴身体都还好!也有时间!旅游便成

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我们通常是

叫上几个文友一同旅游! 这几年在

我们去了内蒙古的大青沟& 长沙的

橘子洲头& 杭州的西湖等% 在旅游

中! 我觉得购买当地小吃还不如买

一本介绍景点的小书看看% 因为这

些书一般都由当地的文人或专家撰

写!颇富文采!清新可读% 景点的历

史渊源&佳联妙文!书中都有详尽解

说% 不仅作为旅途中的闲书看!旅游

归来也可以当藏书或参考书% 我写

过多篇游记! 一些数据和典故都是

从小书中得来的%

读闲书 !不仅丰富了我的退休

生活 !也增加了我的知识面 !更重

要的是能够打发时间% 如今 !不仅

我读闲书! 周围的老友也一起读 !

大家经常围坐在一起畅谈书中的

人物 &情节 !那一种充实的感觉真

是美妙%

!韩学政"

多吃洋葱 少得老年病
如果家中有老人! 把洋葱变成

饭桌上的常客吧! 因为洋葱实在是

老年朋友的*健康守护神+%

国外最新研究发现! 洋葱是最

能够防止骨质流失的一种蔬菜!其

预防效果甚至比药还要好% 厉害的

是!洋葱的保健功效在短短
)*

小时

内就能见成效%

预防胆固醇过高# 哈佛医学院

心脏科教授克多,格尔威治博士指

出! 天天生吃洋葱或喝洋葱汁均可

增加心脏病人的好胆固醇! 有助于

预防动脉粥样硬化%

降血压# 洋葱是唯一含前列腺

素
+

的植物!是天然的血液稀释剂!

能扩张血管&降低血液黏度!有降血

压&预防血栓形成的作用%

降低哮喘发作频率# 德国专家

的研究表明! 洋葱可以使哮喘的发

作频率下降一半左右% 洋葱中含有

至少
#

种抗炎的化学物质! 可以治

疗哮喘%

洋葱有紫皮$白皮和黄皮的# 紫

皮洋葱的蛋白质&膳食纤维以及钙&

磷&钾&钠&镁&锌&铁等矿物质含量

均比黄&白皮高!但后两者的胡萝卜

素&维生素
,

的含量比紫皮略高%它

们的吃法略有不同% 紫皮洋葱味道

辛辣!尽量不要生吃!建议与肉类&

鸡蛋或柿子椒一起炒% 白皮洋葱水

分和甜度皆高! 可以做凉拌菜和生

菜沙拉% 黄皮洋葱有独特的辛香味!

煲汤时可以用来调味%

此外! 有胃溃疡等胃肠疾病的

老人吃洋葱需要谨慎! 洋葱容易刺

激肠胃!导致肠胃不适!如胀气&腹

部绞痛等%

!燕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