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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月内未见报者，请自行
处理稿件，同一时间请勿一稿多
投。 请自留底稿。

香风
穿柳

（本局
出自古谱
《 韬 略 玄
机》）

（红先和）

1.兵三平二 士 5进 4
2.炮一进四 将 6进 1
3.马四进六 前卒进 1
4.帅五平六 车 1平 4
5.帅六平五 炮 1退 5

6.兵二平三 将 6进 1
7.炮一平六 象 5进 7
8.马六进五 将 6 平 5
9.炮六退八

和局

棋 残 局象

以上着法供同好研究参考

◆ 钱玉宽

养生讲堂

往事如烟

读心 ◆ 陈庆镇古韵园

健康养生

请作者与本报联系，即付稿酬！

我没有用过智能手机 ，总想
买一部，过过用高档手机的瘾。

两个月前，我和老伴在一家
手机专卖店里看上了一款智能
手机 ，售价三千多元 。 老伴说 ，
这个手机像素高 ，你喜欢拍照 ，
有了这个手机就方便了 。 营业
员说 ，这个手机内存大 ，还有手
写功能 ，老人用还是很方便的 。
因为价格高 ，我犹豫了一会儿 ，
最终在老伴的支持下 ， 决定买
下这部手机。 到收银台交款时，

人家听说我是买给自己的 ，还
有些吃惊呢 ！ 可能是老年人买
智能手机的不多。

我给自己买了新手机 ，也给
老伴买了。 我和老伴想，也该赶
一下潮流，让自己心里满足。 另
外 ， 智能手机还能让我们动脑
筋 ， 学习新知识 ， 不是挺好的
吗？ 买了手机后，我和老伴没事
儿就研究手机的用法 。 经过不
断的摸索 ，学会了全部操作 ，发
短信 、照相 、上网聊天 ，都能操

作自如。 老伴去买东西，发个消
息我就知道什么时候去接她 。
有时 ，我们还通过网络传情 ，平
常不好意思说的话 ， 通过信息
告诉对方 ， 感觉像是回到了年
轻的时候。

周末 ，孩子们回家来 ，看到
我们换了新手机 ， 都很高兴 。
他们说 ， 你们早就该买了 ，应
该享受一下高科技的东西 。 看
来 ， 儿女们也希望我们改变消
费观念 。 对我们来说 ， 买高档

手机是件小事 ， 改变消费观念
却不容易 。 我们这些年纪在七
十岁上下的人 ， 一直坚持艰苦
朴素 ，这当然是应该的 ，但要是
经济条件允许 ， 还是要积极接
受新鲜事物 。 在这个科技发达
的时代 ， 我们连生活中最常见
的高科技产品都不会用 ， 也是
落伍的表现 。 老年人不仅仅要
吃好 、穿好 ，还要跟得上时代 ，
才能感受到社会进步带给我们
的幸福 。

老花眼是人们步入中老年后会出现
的视觉问题。 老年人可以吃哪些食物护
眼呢?

1.红肝丸 ：取红花 10 克 ，与 250 克
猪肝共剁为泥 ，加芡粉少许 ，做成丸子
蒸食。 此方对肝阴虚兼瘀者适宜 ;对白内
障术后眼中血丝，可起到促进消散的作
用。

2.胡萝卜粥：取胡萝卜 100 克，粳米
200 克。 先将胡萝卜洗净切成小碎粒，再
与粳米一起加水适量煮成稀粥 ，每天早
晚食用。 此粥若经常食用，持之以恒，还
可防治高血压，增强老年人体质。

3.何首乌粥：何首乌 60 克，粳米 200
克，大枣 10 枚 (去核 )。 先将何首乌加适
量清水煎煮半小时 ， 然后去渣留汁 ，再
将粳米、大枣一起加入何首乌汁中煎煮
成粥，每天早晚食用 。 此粥适用于肝肾
亏损所致眼花。

4.女贞子粥 ：取女贞子 30 克 、枸杞
子 30 克，粳米 200 克，冰糖少许调味。先
将女贞子和枸杞子加清水小火煮沸半小
时，然后去渣留汁，再将粳米、冰糖一起
加入上述药汁中煎煮成粥， 每天早晚食
用。 此粥适用于肝肾阴虚所致眼花。

5.枸杞蛋：枸杞子 20 克，与两只鸡蛋
调匀，蒸熟，服用。 此方对头昏眼花、多泪
者有显效。

6.酱醋羊肝：将羊肝洗净切片，勾芡、
素油爆炒，调以酱油、料酒、醋、姜。 此菜
可为中心性视网膜炎、 视神经萎缩者常
吃。

7.黑豆粥：取黑豆 100 克，浮小麦 50
克，粳米 100 克。 先将浮小麦用纱布包好
与黑豆一起加水适量煎煮， 待黑豆煮开
花后， 去掉浮小麦渣， 再加入粳米煮成
粥，每天早晚食用。 此粥滋补肝肾，可改
善老人眼花症状。

我已年逾古稀，每天读书看报 、
会友闲聊，日子虽说闲适，什么都不
用干，心里却空落落的。 开春时，女
儿告诉我，她在郊区租了一块菜地，
让我侍弄一下，弄个菜园。

我一听来了精神 ， 骑着自行车
赶到地头。 翻耕好了地，又画出一张
种植规划草图：哪儿种香菜、哪儿种
西红柿、 土豆……一块块都标得清
清楚楚。 征得女儿的同意后，我就开
始忙活起来。

俗话说：农时不等人。 为了抢农
时， 我把几位精通农事的老友都请
了来 ，让他们按照我的设计 ，做垄 、
铲畦。 为了方便灌溉，我还在洼地处
挖了个蓄水池。

种子都种下去了 ， 一场细雨过
后，各种蔬菜的嫩芽都冒出了头。 这
时，女儿跟我说，地其实是以我的名
义承包的， 所以这块地就归我管了！
我这就成“地主”了？ 听了女儿的话，
我真是惊喜万分！ 久居都市的我，多
么希望自己在乡下能有块地种啊！

种地也是一门学问 。 为了侍弄
好这些蔬菜， 我买回来很多相关书
籍 ，认真 “啃 ”起来 ，通过 “恶补 ”，初
步掌握了种植的知识。

每天，我和老伴都到田间，间苗、
拔草 、掐尖 、授粉 、疏垄 、浇水 ，忙得
不亦乐乎，好像有着使不完的劲，精
神头儿一天比一天足！

瓜菜成熟了 ， 我们的餐桌上也
丰盛了。 清晨，摘几根顶花带刺、清
新鲜嫩的黄瓜，再到小萝卜畦间，掐
下几把带着清凉露水的萝卜叶 ，洗
洗，就上了餐桌。 中午，摘几把芸豆，
炖几块土豆，我和老伴坐在方桌旁，
未及动箸，便已陶醉在稼穑之乐中。

老花镜是老人离不开的伙
伴， 但是在选配老花镜的时候
很多老年人并不注意， 只是随
意选择， 其实选配老花镜也有
一定的要求，才不会伤眼。

眼花就配镜
不少人不愿接受眼花的事

实，强撑着不去配老花镜，反而
会产生头昏眼涨等症状。 老花
镜度数与年龄相关， 在视力正
常的情况下 ，45 岁时就需配
150 度的老花镜， 并随着度数
变化更换花镜。

配镜前应全面检查
有些人图省事随便到眼镜

店或街边买一副老花镜戴上，
这样做是不对的。 因为直接买

的老花镜往往双眼的度数相
同，瞳距固定，但许多人都存在
近视、远视、散光等情况，并且
双眼的老花程度不同， 瞳距也
不同，如果随便买副眼镜，不但
对眼睛的损伤很大， 而且容易
加重视力疲劳、 视物模糊等症
状。 所以首先要到医院做眼睛
的全面检查，在排除白内障、青
光眼及一些眼底疾病之后，再
验光并确定瞳距。

多试戴一会儿
试镜时若 30 厘米处能看

清报纸上最小的字， 而不出现
字体变形、眩晕等症状，说明老
花镜度数合适 ;若能看清，但阅
读稍久会出现眼睛疲劳， 说明

度数还要调整， 所以要多试戴
一会儿。

老花镜不能随便买
随着年龄的增加， 眼睛的

老花程度也会加深， 因此最好
隔段时间就去验光一次， 以便
及时更换。镜片寿命也有限，会
出现划痕、老化等现象，影响成
像质量。 所以不要一副眼镜戴
到底， 很容易加速眼睛老花的
程度。

要分场合戴
老花镜只适合看近距离物

品， 平时看远处或正常事物时
不应继续佩戴。 长时间佩戴老
花镜，会引起头晕、视物不清、
眼部调节力下降等问题。

垂钓
适合垂钓的地方多在郊

外 ，经常到郊外去走走 ，本身
就是一种锻炼 ; 其次， 水边河
畔 ，空气异常清新 ，负离子含
量高， 让人感到悠然自得，心
旷神怡，有利于人体的新陈代
谢 ，能起到镇静 、催眠 、降压 、
减轻疲劳的作用 ;另外，垂钓时
静等鱼儿上钩，则欢快轻松之
情溢于言表，从而达到内无思
虑之患，外无体疲之忧的养生
境界。

旅游
旅游可以使人饱览大自然

的奇异风光和历史、文化、习俗
等人文景观， 让人获得精神上
的享受;同时，让身心一次短暂
的流浪，更能让人获得放松。

养花
花草能美化环境 ，令人赏

心悦目。 鲜花的芳香通过人的
嗅觉神经传入大脑后，令人气
顺意畅、血脉调和、怡然自得，
产生沁似脾的快感。

跳舞
交谊舞中的慢步舞能量

消耗是处于安静状态下的 3
到 4 倍 ;其次 ，跳舞时 ，舞者要
与音乐协调， 必须全神贯注，
集中于音乐 、舞步中 ，加之轻
松愉快的音乐伴奏和迷人灯
光的衬托，给人美的享受。

习字画画
有人把练书法、画画比作

不练气功的气功锻炼。
练习书法时必须平心静

气、全神贯注、排除杂念，这与

气功的锻炼有异曲同工之处 ;
其次，书法、绘画都讲究姿势，
要求头端正 、肩平齐 、胸张背
直 、提时悬腕 ，将全身的力量
集中在上肢，这与气功修练的
姿势极为接近。

听音乐
悦耳动听的乐曲会带走

心中的不快，使人乐而忘忧 ;此
时，体内的神经体液系统处于
最佳状态 ， 从而达到调和内
外、协调气血通行的效果。 一
曲威武雄壮 、 高昂激越的乐
曲 ，可使人热血沸腾 、激情满
怀，产生积极向上的力量。 老
年人应该选择那些健康 、高
雅 、曲调优美 、节奏轻快舒缓
的音乐，达到消乏、怡情、养性
的目的。

神木
红桧神木三千岁，五人牵手未能围。
八方游客争合影，枝叶齐天紫气微。智能手机

品茶
阿里姑娘美如水，纤手烹茶斟在杯。
今日方信茶胜酒，细品香茗别有味。

书法 芦端

董秋贤 画 汪勇 画

菊花盘里是明珠，
金碗红心翠叶铺。
凉气未来霜未落，
秋风富贵尽堪图。

菊花
清·郑板桥

◆ 陈延林

哪些食物防老花眼

游阿里山（二首）

老花镜不能随便买

怎么休闲能延缓衰老

老来当“地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