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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行天下乐行天下

众生相众生相

生活圈生活圈

春天像孩儿的脸，说变就变。这
不，上午还是晴朗温暖的天，午后开
始大风阵雨骤起，气温一下降低不
少。但走进少年宫内常州老年大学

的临时教学楼，每个楼层的教室内却灯
火通明，人气爆棚。304 室的按摩班自
然座无虚席。黑板上挂着两幅人体穴
位图，一位壮实的中年汉子忽而指图讲

解，忽而奋笔板书，忽而口中念念有词，
“肚腹三里留，腰背委中求⋯⋯”一面说
一面撩起裤管，指点着足三里、阳陵泉、
委中等下肢重要穴位的具体位置。他

形象的比喻和风趣的解释，磁铁般吸引
着教室内的老年学员，不时引来满堂笑
声。

他是谁？

单德成 文/图

周国富的两张周国富的两张““名片名片””

我儿媳是韩国人，她告诉我其
实韩国樱花季节的美不输日本。韩
国赏樱最好去处之一是镇海庆和
站，为此儿媳清明前就筹划着家人
去釜山之前一定去一趟镇海。

我们一家从南京禄口机场飞韩
国金海国际机场只用了 2 个小时，
与儿媳家人汇合后驾车直奔镇海。
途中，路旁海边，漫山遍野的樱花，
那铺天盖地的气势让第一次真正意

义赏樱的我惊讶得无法言语。
镇海被誉为韩国的樱花之城，

是距离韩国釜山 80 公里处的一个海
军基地，全市樱花树的数目是当地
人口的两倍。世界上的樱花有 200
多种，镇海之樱大多属于苇樱，是樱
花中花朵最为艳丽、色泽最厚实的
一 种 。 人 们 一 般 认 为 樱 花 出 自 日
本，但韩国人认为苇樱是韩国本土
树种，原产济州岛，所以韩国人喜欢

樱花的程度不逊于日本人，而且韩
国人很少去日本赏樱。

尽管秀色可餐，但我们全家还是
对樱花铁轨两边的美食情有独钟。为
首第一家是土耳其烤肉，香气四溢，要
上一卷，一口下去，喷香的烤鸡混合着
浓郁的蔬菜沙拉，鲜美又爽口。做烤
肉卷的土耳其帅哥讲着一口流利的韩
语，儿子跟他交流才发现，原来他来韩
国已经十多年了，并且也娶了韩国媳

妇，练就了非常地道的韩语，再加上一
手土耳其烤肉的绝活，所以生活在镇
海的他乐不思蜀。

旁边一个摊头是传统的韩国烤串
店。韩国的烤串非常大，每串都有平
时的四五倍，烤架上面鸡肉串和鱿鱼
串是主打，我们奉行一个都不能少的
原则，各都来了一串。鸡肉串都是用
鸡腿肉做的，鸡肉烤的流油再配上焦
黄的鸡皮，看着都令人流口水；鱿鱼串
则是以新鲜取胜，由于城市靠海，鱿鱼
无需做保鲜处理，尤为细嫩，和我们平
日里吃的那种泡水鱿鱼比起来真是高
下立判。

小孙子自己溜达到了棉花糖小
铺门口，选了个彩虹球造型的棉花
糖。儿媳付款后棉花糖师傅就现场
表演了起来，先给木棒上缠上彩灯，
然后用七种颜色的砂糖制作，只见七
彩糖丝翻江倒海，最后都聚到了彩灯
上面，真是美妙至极，和路边的漫天
樱花相得益彰。

在这儿，你照样可以领略到国内
节假日各大景点游人从众的排场。在
镇海除了可以欣赏到韩国最美的樱花
美景以及最具特色的韩国美食，还可
参与各种体验活动，欣赏到杂耍等人
气演出。置身其中，除感受到花海的
壮观，还可以在废弃的铁轨上漫步、与
老式的火车头合影。试想一下，参天
的樱花树围绕着你，漫天樱花、落英缤
纷中留下珍贵的照片和满满的回忆，
这种感觉何其浪漫 ，不要太韩剧哦。

孟明莲 文/图

废弃列车+铁轨+樱花

韩国镇海浪漫赏樱之旅

那天，散落在花园绿地、健身广场
的老头们，完成了自己偏爱的锻炼项
目，照例又汇集到古色古香的凉亭。

先是热议一番国内国际近期发生
的大事，再聊一聊菜市的行情和接送
孙辈的趣闻轶事，也不知谁起了个头，
众位大爷把话题转到时下流行的共享
经济上来了。

潘大爷也算是见闻博广、阅历深
厚，首先“抛砖引玉”：“老伙计们，那啥

‘共享经济’是近年冒出的新现象。最
明显的是街头巷尾随需随用的共享单
车。孙女用手机帮我下载了个码。出
门扫一扫，哪儿都能到。骑短程既办
了事，也锻炼身体。这个生活创意的
确好。”

何老叔虽然认同，却同时看到其
中的弊端：“任何事都不能过犹不及。
一些企业盲目跟风，投放量远超实际
需求。虽然经过市场严管，共享单车
的乱停乱放还是任性。我所住的宿舍
楼口的‘共享’走道本来就窄，小年轻
骑完车随手一扔，有几次晚上回家的
老人差点被绊倒。骑行人的公德意识
有待提高啊！”

众大爷感同身受。赵二爷又补充
了几句：“这共享经济也就是刮起了一
阵风。共享单车算不了什么，现在还
有共享电动车，可惜充电桩不普及，用
起来不便利。我儿子早就想买一辆小
车，可小区内车位紧张，他的这个宿愿
怕是一时半会儿实现不了。现在有了
共享汽车，儿子总算能过把开车的瘾，
也不担心停车的问题。前一阵，就连
婴儿车、折叠凳子也拿出来共享了。

过滥过杂，终究会被市场淘汰的。”
话及此，以前的“高门卫”——现

在的高老头开口了，所言貌似跑题细
想却与本话题也有牵扯：“我们宿舍楼
有些年头，一些设施老化了。就拿门
栋的大门来说吧，每次关门，‘啪通’一
声巨响，把老人的心脏病都吓出来
了。我实在看不下去，那天上了些润
滑油，还在门缝里垫了橡皮圈，再也不
发声了。楼上一位小伙子正好经过，
漫不经心地问我在干啥？我没好气地
说，在修‘共享门’。小伙子一笑了之，
还‘夸’了句，老爷子，不错嘛！再接再
厉。楼上有个别租户素质不高，总是
往共享走道里随手扔废弃物、吃剩的
塑料饭盒，喝完的饮料瓶。我们几个
老人说过多次，共享区域要注意卫生，
但始终不见效。”

高老头一番抱怨，引得大家不胜
唏嘘。又有人提起周边几个老社区曾
有人提议加装共享电梯，但维修资金
不到位，不同楼层的住户观念不统一
而搁浅。

潘大爷最后总结道：“总之，共享
时代已经到来，利大于弊。它释放的
社会红利，我们老人要尽可能地去享
受和适应。至于一些‘看不见’的共享
领域，其公德意识的养成任重而道
远。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就是共
享。莫以有偿而不为。共享延伸出的
话题有意义，下次再议，散会。”

刘 卫

“共享”时代

微信已成为一个便利、时尚的社
交平台，很多年轻人热衷于在微信朋
友圈里晒个人状况，渴望与朋友分享
成功与喜悦，希望被“点赞”。父亲退
休后对手机、平板之类的数码产品产
生了兴趣。我前不久教会了父亲玩微
信，并加父亲为好友。

前两天，我惊讶地发现刚学会玩微
信的父亲已经有了自己稳固的朋友
圈。与父亲互动相当频繁的是一位叫

“望海”的微友，从他们的交流来看他是
一位老中医，擅长治疗老胃病。“望海”
经常给父亲介绍治疗胃病的偏方，还讲
了不少饮食养胃、生活护胃、运动健胃
和医药治胃等方面的知识。我前两年
患上了慢性胃病，难怪父亲这阵子总是
叮嘱我少吃油炸食物、腌制食物、生冷
或刺激性食物，一日三餐要按时吃，不
能过饥或过饱，吃饭时要细嚼慢咽，不
能狼吞虎咽，原来这些养胃护胃的知识
是父亲从朋友圈里得来的。

父亲的朋友圈里有好几位房屋中
介公司的员工，不用说交这样的朋友
和弟弟的处境有关。弟弟目前租房
住，每月不但要付房东高额房租，还要
看房东的脸色，这事成了父亲的一块
心病。弟弟打算通过房屋中介公司买
一套小户型的二手房，父亲不但在经

济上大力支持弟弟，还帮弟弟跑了不
少家中介，反复比较，反复权衡，父亲
为弟弟房子的问题费了很多脑筋。作
为父亲朋友圈的朋友，那些中介公司
的员工还是非常热情和真诚的，为父
亲推荐了不少价格适中的户型，父亲
对他们的热情服务都点了赞。

父亲的朋友圈里还有几位旅行社
的朋友 ，他们或是导游，或是旅行社
门店的接待人员。母亲今年有个心
愿，想去西藏玩一趟，可父亲的身体状
态是不能陪母亲一起去西藏的。对于
母亲一个人去西藏旅游，父亲总是放
心不下，担心母亲会有高原反应。他
一直在帮母亲找一家服务最好的旅行
社，这家旅行社的导游能对年纪大一
些的游客多一份关照，多一份体贴，能
让母亲玩得开心、放心。母亲打算再
过一个月天暖和些就去西藏旅游，父
亲与朋友圈中旅行社的朋友交流也愈
发频繁了。他向朋友询问西藏旅游的
路线图、景点分布、旅游攻略、风土人
情，细致入微，面面俱到，连我都佩服
父亲的细心和耐心。

父亲的朋友圈感动了我，也让我
明白，一个父亲的爱，博大而深邃，宽
广而无私，却又如娟娟细流，清澈甘
美，滋润着我的心田。

余 平

无 私

女儿班上组织亲子活动，让每个
家庭派一位家长和孩子共同表演才
艺。我得知后犯愁了：我和老公都是
上班族，请假比登天还难，能派去参加
活动的，就只有从农村刚来城里我那
摸了一辈子泥土的父亲，他虽然种得
一手好庄稼，也编得一手好竹筐，但这
根本没办法表演呀。

跟父亲说了我的苦恼，他却笑了
笑，轻描淡写地说：“你们放心吧，我能
搞定！”

“爸，您也有才艺？”我不禁好奇地
问，因为在我印象里，父亲就是个木讷
的人。

“吹笛子算不算？”他抬起头，认真
地看着我。

“当然。”不过，我还是小时候，听
他吹过笛子。他那时刚开始学笛子，
断断续续地吹得很难听，每次他一吹，
母亲就在旁边大吼：“别烦人了，你吹
得太难听了，连鸡鸭都嫌烦。”果不然，
只要父亲一吹笛子，鸡、鸭，还有我家
养的那条小黄狗，都“唧唧”“嘎嘎”“汪
汪”地一起和鸣，那场面，我一辈子都
难以忘怀。

父亲从他的卧室里取出一支笛
子，拿到手上就开始试吹起来。他吹
的是《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笛子在
父亲手上得心应手，笛声婉转悠扬，和
我记忆里那个吹笛的他判若两人。一
曲完了，父亲有些不好意思地望着
我。我知道，他在等我的评价。我连
忙说：“爸，您笛子吹得这么棒呀！”

父亲告诉我，他也是吹了很多年
才吹出这样的效果的。自从母亲取笑

他后，他便时时把笛子带在身上，在插
稻种田休息的间隙吹一会儿。后来，
他渐渐吹得流畅了，把广播里经常放的
那些歌曲统统学会了，没事时就拿出来
吹一吹。他发现，吹笛子不仅能打发时
光，还能排解心头的压抑和愁闷。要知
道，在那样一家老小全靠他一人的年
份，压力之大可想而知。一支竹笛，将
父亲带入了一个心静平和的状态，陪他
走过了一个又一个春夏秋冬。

可母亲不懂音乐，极爱安静的她，
除了做些织衣、做鞋的活儿，对父亲的
才艺是极其不欣赏的。而那时候的我，
已经外出念书，后来又外出打工，父亲
得不到别人的欣赏，也找不到一个听
众，他只有把笛声吹给田间地头的青蛙
和蝉听。他进城随我生活后，怕打扰全
家人的生活，一直没有当众吹奏过。

“爸，您以后想吹就吹吧，您的笛子
呀，吹得可好听了。”我由衷地赞叹道。

父亲高兴得像个孩子，给我吹了
一曲又一曲的老歌。什么《山丹丹花
开红艳艳》《解放区的天》⋯⋯父亲兴
高采烈地吹着，行云流水般的音乐，从
屋子里淌出去，飘得老远。连女儿也
不停地拍手：“姥爷好棒，我和您的才
艺表演，一定能得奖。”

果不其然，女儿和父亲的才艺表
演笛子伴舞《虫儿飞》，获得了满堂的
喝彩，老师评价说，这是她听过的最好
听的笛声。

刘德凤

父亲的才艺

他叫周国富，常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针灸伤骨科主任。1991年夏，笔者受委
托代表常州市广化医院（市中西医结合
医院），去南京中医学院（现南京中医药
大学）招收应届毕业生，一眼相中了年仅
22 岁的周国富。这位身材结实的金坛
小伙子，敦厚而不失机灵，朴实中藏着坚
韧。

名中医荟萃的广化医院，让周国富
如鱼得水。他虚心好学，勤奋努力，深得
院内外杏林前辈的赏识，肚中的“货色”
日积月累，手上的“功夫”不断见长。广
化医院成建制并入市三院后，周国富的
平台更加宽阔。他继成为常州市首批老
中医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后，去年又被
评选为首批“常州市优秀中医师”。周国
富在担任市三院针灸伤骨科主任的同
时，还兼任常州卫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和市残联盲人按摩培训特聘教师、市就
业培训中心教师。

近年来，医院的硬件建设突飞猛进，
住院与门诊病人数量急增，这让周国富
更加感觉到肩头担子的分量，经常琢磨
着如何提高整个科室的软实力。虽已进
入知命之年，但周国富在管理好整个科
室日常事务，顶着日门诊量六七十人次
负荷的同时，还手把手地做好“传、帮、
带”，毫无保留地把医术传授给年轻人。
如今，他带教的学生桃李满园，连他的儿
子也成了事业接班人。

“不忘初心，坚守本分。”这八个字不
但是周国富的成功之道，也是他的为医
为人之道。

名片一

市三院针灸伤骨科主任，主任中医师

他是杏林中的一缕春风，给数不
清的患者带来了温暖与希望。作为周

国富曾经的同事，笔者耳闻目睹了很多
病员及其家属对他的感激。今天，当我

客串一回学员，颇有收获地上完一课，很
想知道邻桌对他们的周老师作何评价。

下课铃响，教室外的走廊中，学员朝着我
围拢过来，七嘴八舌地夸赞周老师。行
将花甲的银行退休职工包琴秀，是前一
届的老学员，她说：“周老师上课深入浅
出，理论联系实际，针对老年人经常碰到
的急性病、常见病，都能及时解决，很丰
富、很实用。”来自孟河镇的陈学梅不仅
是周国富的学员，平时腰腿若有毛病的
话也总是去医院找周主任看，“因为他医
德好，技术精。”

“多做少说，负责任，勇担当。”这句
周国富的座右铭，被常州老年大学负责
教务的吴老师借用来作为对周老师的评
语。吴老师接着说，周国富从1995年起
受聘老年大学兼职教师，已经24年。他
热爱老年教育事业，热心公益，甘于奉
献。他积极改进教学方法，合理利用、探
索适合老年朋友的教学手段；寓教于乐，
通俗易懂，课堂教学极具亲和力，教学效
果显著，是一位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丰
富的深受广大听众和学员尊敬和喜爱的
老师。周国富也由此荣获常州老年大学

“老年教育名师”的光荣称号。
已故词作家阎肃有一段名言：“人活

在世上要想做出一点成绩应该具备‘四
份’——本分、勤奋、天分、缘分。”周国富
的两张亮丽“名片”，无疑告诉人们它的
主人“四份”皆备。

常州老年大学兼职教师，老年教育名师

名片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