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爸爸的家庭健康群
□苏敏

爸爸多年来受高血压和心血管
病的困扰，妈妈年轻时工作环境恶
劣带来了严重的风湿关节病。久病
成医。尤其是爸爸苦心孤诣研究健
康饮食和安全养生，孜孜不倦地读
书看资料，自学医学知识。他钻研得
最刻苦的时候，是在给他的小女儿
去美国看孩子时，抱着在大学做访
问学者的女婿的《分子生物学》和

《肿瘤临床学》，连着啃了半年，获得
了很多关于从细胞增殖机理层面研
究人体健康的知识。家里，他仔细精
读过的各类中西医学书籍堆成了
山。

爸爸从退休到现在将近二十年
了，在医学和养生方面也算小有造
诣，不但把自己的心脏、妈妈的腿的
病痛大大缓解，连家里老老少少的
日常小病、亚健康状态，基本上都是
他老人家给调理好的。

慢慢地，老人家在小区里、朋友
间也小有名气，很多人都向爸爸求
医问药，甚至小区诊所的全科大夫，
有时候都佩服爸爸对一些疑病杂症
的见解和处理。

不厌其烦地通过各种渠道、各
种方式，向孩子们传达和灌输正确
的健康观念和养生方法，已经成为
爸爸的日常。为此，爸爸还创建了一
个家庭微信群，把他的孩子、孩子的
孩子都拉进去。作为群主的他，兢兢

业业、认认真真地每天向群成员们
推送自己总结编写的健康知识。

每当一条条来自爸爸的消息，
顶着红帽子出现在我的微信消息列
表，我就知道我们这个小小家庭群
的一天又开始了。

在爸爸妈妈的影响之下，大家
也越来越接受这种分享知识、传递
信息的方式，越来越理解这是老人
在用一种直接而浓烈的方式表达对
亲人的关心。不过有的时候，这种表
达情真意切到给我一种无形的压
力：爸爸恨不得孩子们对他所传达
的每一条信息都能心领神会、从善
如流。虽然有时候因为懒，或者是没
认识到而对爸爸的推送有所怠慢，
但我们其实也深深知道，每篇文章
都凝结着他老人家一片浓浓的慈爱
之心。耳濡目染，我们也渐渐养成了
热爱学习的行为习惯和理性思考的
心理习惯。

有一点难能可贵，面对网上传
播的一些诸如“豆制品所含大量雌
激素会提高乳腺癌的患病率啦；牛
奶饮品中有肉毒杆菌可致白血病
啦……”这样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
爸爸从不转发。他看到他的老伙伴
们转发有关食品安全方面的谣言
时，也常常好言相劝，或者据理力
争，以至于曾被人送过“犟老头”的

“美称”。他也总是劝我们偏听则暗、

兼听则明；在这个纷繁复杂的社会，
知识要系统掌握，才能为我所用；谣
言虽然貌似符合人们心目中的固有
认知和生活经验，但经验主义也会
害死人呢。

对于为什么食安谣言会这么容
易风靡，老爸分析说，一方面是因
为，人趋利避害的心理导致“好事不
出门、坏事传千里”；另一方面也因
为谣言的受众中大部分是做父母
的，在有关子女健康的事情上总是
会有尽量规避风险的本能反应，会
采取“宁可信其有”的态度。

爸爸还提醒我们说，那些越是
言之凿凿、振振有词的食品安全谣
言，越是没有确切的时间地点，没有
相关部门的权威发言证实。这是谣
言的典型“体貌特征”……

家庭健康群的群主，我的老爸
爸，就像一个勤勤恳恳耕耘的老牛，
拉着我们这个家庭的大车，在健康
生活、快乐生活的轨道上往前走。家
里的第三代，正在读书的孩子们，也
都渐渐受老人的影响和感召，学习
和实践健康知识。大孩子甚至能帮
助他们颇有家庭大医生和科学家范
儿的姥爷，整理文献资料，翻译外文
资料了。爸爸望向孩子们时，眼神里
充满着赞赏和疼爱，一股暖意融进
心头，我知道那是来自我们这个家
庭的光芒。

朋友圈里的侯姐
□郑学富

去年四月，我到陕西寻访抗战
老兵，遇到了一位热心人，大家都
称她“侯姐”。

侯姐名叫侯莉，无论是二三十
岁的年轻人，还是五六十岁的年长
者，都叫她“侯姐”，可能是因为她有
着大姐般的热情、善良的心肠，关怀
抗战老兵无微不至的原因吧。

尽管她比我还小一岁，入乡随
俗，我也尊称她“侯姐”，并加了她
的微信。

我们要到汉中、渭南、铜川等地
寻访抗战老兵。侯姐非常热情，为我
们借了一辆面包车，免费使用，并且
她全程陪同，很令我们感动。

在路上，我翻看了侯姐发在朋
友圈里的微信，大多是关爱抗战老
兵的一些记录。这一年多来，她马不
停蹄地定点、定向关爱特困、患病老
兵，每个月都要去一次，送药、送食
物，连节假日都没有，更顾不上家

庭。老公刚开始有些怨言，后来被她
的行为感化，理解、支持她所做的慈
善事业，并且多次参加关爱活动。咸
阳市有一位抗战老兵叫刘爱民，92岁
了，身体不太好，她多次到刘家走访
慰问，送药、送食物。有一次，刘家人
给侯姐打电话，说老人不行了，你能
来看一眼吗？侯姐听后，立即找车过
去。到家一看，家人已为老人穿好寿
衣，准备送殡了。侯姐凭着多年的护
士经历，认定老人并没有去世，她呼
喊着老人的名字，并唱起了《大刀向
鬼子头上砍去》。这时老人慢慢地睁
开眼，竟然奇迹般地活了。他们又筹
资12000多元，把老人送到医院医治，
直到现在老人还健在。

从朋友圈里，可看到侯姐关爱
抗战老兵忙碌的身影。老兵见了她，
格外亲切，犹如见到了久别的女儿
一样。高考期间，她要给住在秦岭深
处的老兵送药品，不能陪女儿参加

高考。但是女儿却非常理解妈妈，并
且支持妈妈的公益事业。

前几天，我又看到侯姐发的一
条微信。

微信上说：陕西大荔94岁的抗
战老兵王自俊因患重病，在医院抢
救18天无效，归队仙逝。侯姐在微
信中说：这位老兵家里非常困难，
靠低保生活。关爱团发现他才20多
天，关爱刚刚开始，我们尽管作了
很大的努力，死神还是拖走了老
人。老人的女儿流着泪告诉我：“父
亲去世前还记得姓侯的女志愿者，
她送来了‘抗战英雄’的匾牌，还给
我喂饭喂药，想再见她一面。”我听
了后很是内疚和不安，我们做的这
些事情，和抗战老兵们当年抛头
颅、洒热血，保家卫国、慷慨赴死相
比，真是微不足道。为了他们能有
一个幸福的晚年，我们还需继续努
力啊……

朋友圈是我的

救生圈

□申学利

由于公司效益不佳，儿子
经常休班，隔三差五也就有了
和同学发小相聚的机会，人聚
多了，不免鱼龙混杂，良莠不
齐。觥筹交错耳濡目染之际，儿
子逐渐染上了赌博的不良嗜
好。一开始小打小闹，零打碎
敲，我并没有在意，自认为孩子
们只不过消遣消遣罢了，不会
离谱出格的。

谁想，我的放任自流的态
度是幼稚的愚蠢的，养痈成患，
铸成大错。久而久之，儿子深陷
怪圈之中，不能自拔。我追悔莫
及，自责不已。儿子本来就工资
不多，全充了赌资。抵尽自己的
工资尚且不算，还编织各种理
由哄骗亲戚朋友的钱去赌。一
失足成千古恨，这一切我都蒙
在鼓里，如果不是儿媳前来哭
诉，我还一无所知。

由于我住在老宅，与儿子
的楼房隔了好几条街，除了周
末儿子一家过来吃顿饭之外，
平时也就只在电话中闻其音而
不见其形了。我赶紧打电话把
正在一个酒局上的儿子叫回
来，恨铁不成钢，劈头盖脸一顿
大骂，“守着好日子不过，守着
贤妻不珍惜，把父母恩抛之脑
后。鬼迷心窍，赌博是违法犯罪
的行为，真要有一天你坐进班
房，非要闹个鸡飞蛋打妻离子
散不可……”

我苦口婆心规劝，动之以
情晓之以理，儿子虽然表面唯
唯诺诺满口应允，但背后积习
难改故伎重演，依然我行我素。
儿子执迷不悟越陷越深，我心
急如焚，寝食难安，如临深渊。
为了挽救儿子，百般无奈之下，
我想到了报警，让警察吓唬吓
唬他，但我马上打消了这个念
头，儿子如果知道是我“大义灭
亲”的话，凭他的性格非跟我决
裂不可，那我们以后更无法沟
通了，后果不堪设想。

就在我无计可施百爪挠心
的时候，我忽然想到了朋友、朋
友圈里的至交好友，那可是个
藏龙卧虎的地方。我心头一亮，
何不把我的烦心事在圈里晒
晒，让哥们姐们给我出出主意，
集思广益，也许有解决问题的
办法。

一石激起千层浪，但网友
们没有一个幸灾乐祸看热闹
的，他们都急我所急，想我所
想，纷纷向我和儿子伸出援手。
我非常感谢朋友们百忙之中对
我的关注和无私的帮助。说来
也巧，一个从未谋面的热心网
友老赵说他的儿子正和我的儿
子在同一个公司上班，他的儿
子还是一个小小的科室主任
呢。他的儿子和他老爸一样热
情，几天之后就把我的儿子调
到一个新岗位，并主动和我儿
子交朋友，业余去参加健身和
一些有益的活动，有意把他带
离那个狐朋狗友纸醉金迷的境
界。

俗话说，“县官不如现管”，
父母长辈的居高临下，不如同
辈同事的互助提携。如今半年
过去了，儿子像脱胎换骨一样，
重新回归按部就班的阳光生
活。一块石头落了地，我不由得
感慨万分:朋友圈真是我的救生
圈。

朋
友
圈

圈里圈外总关情
□雪樱

先说一个真实的故事。
去年夏天，米姐漫不经心地刷

朋友圈，发现前后两条信息都是关
于征婚的。原本不相识的两个单身
汪，在她的牵线搭桥下，竟阴差阳错
走到了一起。这个国庆节，他们举办
了婚礼，新娘红着眼睛说：“谁说朋
友圈不靠谱？我俩的红娘就是朋友
圈。”

“你在巴厘岛晒太阳，我在百花
洲畔喝茶”，朋友圈让“地球村”里的
串门成为可能，人与人可以随时随
地交流。

我喜欢安静，看书，写字，对朋
友圈没有多少兴趣。尤其厌恶那些

“无孔不入”的营销党、养生党、鸡汤
党，多少次，紧锁眉头，摩挲屏幕，产
生拉黑的冲动，但不知怎么又都搁
浅了。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改变了我
的看法。昔日同学建了个微信群，很
快就归于死寂，但微信好友里多了
好多熟悉的面孔，也勾起诸多难忘
的童年回忆。没过多久，有人告诉我

李同学突发疾病去世，他的头像就
这样不动声色地黑了下去，盯着屏
幕，我顿觉眼前的世界摇晃了一下，
好像一下子失去了什么，淡淡的伤
感爬上心头，是说不出的怅惘。我不
禁感慨，人生能有几个圈，又能有多
少人一直陪你走下去？圈里相遇是
缘分，圈外邂逅是幸福，圈里圈外总
关情，每个人都应学会珍视，懂得感
恩。

入秋以来，鼻炎爆发，涕泪涟
涟，整个人都不在状态，我忍不住在
朋友圈里发了个心情，没放在心上。
过了几天，邻居送来一个小偏方，母
亲一脸吃惊，“你怎么知道她犯了鼻
炎？”邻居一说，我才想起这回事，不
禁心头一暖。今年初，小区门口摆摊
的商贩建了个群，免费上门送果
蔬，很多邻里互为好友，平日里停
水啦、网络检修啦，有个什么事直
接微信留言，非常方便。有一天，
傍晚不知谁家晒的被子忘记收了，
对门兰姨收回自己家，在朋友圈贴

出“认领被子”的照片，发出不到十
分钟，就有人前去领走了。收快递、
收衣服、接孩子、拿钥匙……此后邻
里之间熟络起来，微微一“动”很温
暖，变得亲如一家。

每天睡前逛一圈朋友圈，几多
欢乐，几多愁绪，几多唏嘘，待目光
缓缓抚过，那颗被现实的鞭子抽打
得千疮百孔的心顿时获得些许慰
藉。生活中，很多人不可能关掉朋友
圈去湖心亭看雪，也不可能拔下电
源定居南山过田园生活，那么就老
老实实地在“圈”里修炼自己，保持
好的心态，做正能量的发光体，“红
尘作伴，互相点赞”，别枉费每一颗
红心；也要学会自嘲，一笑置之。即
便拉成一条直线，并不代表翻篇
儿，或许对方有难言的苦衷，只是
不愿意暴露自己，有点隐私空间而
已。不管怎样，心有多大，朋友圈
就会有多大，当我们的心灵越来越
强大，才能盛放更多美好与感动，
容纳更多来自不同生命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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