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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饱问题解决了， 幸福却成了
难题。 日前， 国家卫计委和中国人
口福利基金会抽样调查了东、 中、
西部 10 个省市后发布报告称： 长辈
不够通情达理、 子女不够懂事、 夫
妻不和睦， 成为影响家庭幸福的最
突出因素。

长 辈 不 通 情 理 ： 要考虑全家。
这种情况很容易出现在婆媳关系中，
通常是因为长辈控制欲非常强， 尤
其是对儿女的方方面面不放手， 经
常会使儿女的另一半感觉自己是个
局外人。 时间一长， 小夫妻之间经
常会因为长辈的事情争吵， 影响感
情。

从长辈的角度来讲， 也许初衷
是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过得更好， 但
一定要注意把握度， 要从全家大局
来考虑。 如果任凭自己的意愿而不
顾及整个家庭成员的感受， 那么给
子女带来的不是幸福， 反而是更多
的烦恼。

有时候晚辈会采取办法去讨好
长辈， 但有些长辈要么拒之千里，
令人倍感冷落， 要么锱铢必较， 这
种长辈应该多站在子女的角度想想，
体会他们的孝心和不容易， 对他们
宽容一点。

夫妻不和睦 ： 要多点沟通。 都
说家是避风的港湾， 不论工作中有
什么烦恼， 回到家里看见伴侣和孩

子心中就会涌起愉快的感觉。 然而，
一些夫妻不但工作中压力重重， 有
时候还把工作上的压力带回家庭，
让家里也有可能变成战场， 然后带
着不良的情绪回到工作岗位中， 最
后家庭、 工作都受影响。 有些人下
班后觉得累 ， 夫妻之间很少交流 ，
彼此心里想什么大多数情况只靠猜
想， 时间一长， 夫妻感情变得冷淡，
而有时候夫妻吵架还会给孩子带来
很大的心理创伤。

因此， 夫妻不和睦的原因之一
就是没有很好的沟通。 夫妻之间要
多交流， 哪怕回到家抚摸对方的手、
肩膀等肢体接触， 也是一种有效的
沟通， 这样才会彼此信任。

子女不懂事 ： 要懂感恩。 更多
的父母对子女从小到大呵护备至 ，
但是这种呵护如果超过了一定限度，
就会使得子女体会不到父母的辛苦
和付出， 被认为父母做得理所当然。
还有一些子女成年后只专注于自己
的事业和朋友， 很少把时间留给父
母， 使得他们感到很孤独和无助。

所以， 作为儿女来说最必要的
素质是要有一颗感恩父母的心， 要
知天下父母养儿育女皆不易， 不仅
是经济上的投入， 更是无私奉献的
那颗心。 哪怕工作再忙， 也要抽时
间来陪伴父母， 这样他们会更加快
乐。

有的老年人冬天在洗澡过程中会
出现不同程度的头晕、 目眩、 心悸、
胸闷、 出汗、 口渴、 恶心、 四肢乏
力、 呼吸急促、 心跳加快、 眼前发黑
等一系列症状， 严重者甚至会突然晕
倒， 造成摔伤。 冠心 病人还会诱发心
绞痛和心肌梗死等， 医学专家把这种
情况称之为“冬浴综合征” 和“澡堂
综合征”。 在体弱、 多病的老年人中
更易发生。

老年人为何易患 “冬浴综合征”
呢？ 这是因为冬季天气寒冷， 浴室往
往门窗紧闭， 这样室内温度高、 湿度
大、 氧气少、 空气污浊;老年人体质虚
弱， 耐受力、 应激性差， 加上在热水
中浸泡， 水温使 老年人的毛细血管扩
张， 致使大量血液郁积在体表 ， 循
环、 回心血量减少， 心输出血量不
足， 造成血压下降， 从而使脑组织发
生一时性缺血、 缺氧， 引起“冬浴综
合征”。

预防 “冬浴综合征”， 平时要加
强锻炼， 增强体质， 提高机体对环境
变化的适应性和耐受力。 对患有严重
高血压、 冠心病和久病初愈者， 洗澡
应有专人陪伴。 老年人洗澡的水温应
控制在 37℃至 39℃ 。 在进入浴室前
应先适应 5 至 10 分钟， 洗浴时热水
浸泡的时间不宜长， 一般在 15 至 20
分钟。 入水要缓慢， 先从下肢开始，
慢慢进入， 不要立即把身体全部泡在
水中。 洗澡的动作不要过分用力或过
急， 应以轻松自如为宜。 老年人在洗
澡前， 不要饮酒， 不宜过饱或过饥，
不宜过度疲劳或精神紧张。 如果在洗
澡时， 自觉有头晕、 眼花、 恶心等症
状， 应马上到池外躺下休息， 喝杯热
茶或糖水， 一般很快会恢复正常。 患
有冠心病的人应随身携带硝酸甘油
片， 必要时舌下含化。 对已晕倒者，
要让其平卧、 保暖， 并送医院救治。

李信

因为有了那么一份爱好，退休后的日子反而变得更加充实，心境也
因此更加平和静美……

是的，人生即使再忙碌，也要给生命留出一些闲适的时光，寻几许
充实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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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接触剪纸， 就停不下来

一进门， 就看到李英老师家的
墙上挂着她的剪纸作品， 红红的
剪纸和敞亮干净的客厅映射出了
主人对生活的热爱。 李英老师是
个朴实的人， 她说： “我接触剪
纸的时间不长， 可是一接触它 ，
我就停不下来， 我的剪纸水平不
高， 可是我很喜欢这门艺术， 我
会一直坚持学习它。”

言谈中， 李英老师一直透着喜
悦之情。 从教师岗位退休下来后，
现在除了养花、 十字绣外， 最喜
欢的就是剪纸了。 她最大的愿望
是能让更多的人学习剪纸， 让这
门传统的民间艺术能永远传承发
扬。

李英老师拿出了她中意的剪纸
作品： 一些活灵活现的动物跃入
眼帘： 可爱的小鹿、 栩栩如生的
熊猫， 活灵活现的小马、 活泼的
小鱼……各种象征着丰收、 平安等
各种意义的剪纸， 让人目不暇接。
李英老师说， 她第一次接触剪纸
是在 2013 年年底参加了一次社区

举办的剪纸培训班上， 看到一张
普通的纸在洪芬磊老师的剪刀下
变得栩栩如生， 有了生命力， 就
喜欢上了这种剪纸艺术。

既然喜爱， 那就用心做好

李英老师是个有心的人， 一开
始， 剪不了复杂的图案， 她就先
从单个的图案剪起， 当一个个小
小的剪纸图案剪成功了， 她就开
始琢磨给这些图案加上装饰。 她
还去书店买了一些有关绘画和剪
纸的书籍 ,书买回来后她就认真研
究,探索其中的奥秘。 “单个的图
案有点单调， 我就自己在喜字和
福字上加一些小装饰 ， 如桃子、
喜鹊……” 一幅幅剪纸就生动了起
来。

面对浮躁， 剪纸让人静心

对于剪纸， 李英老师很有悟
性， “我喜欢自己琢磨琢磨， 有
时看到别人剪出的好看的剪纸 ，
就特别想学样剪出来。 自从学了

剪纸， 我学会了观察， 无论在什
么地方， 只要是看到什么好看的
剪纸图案， 我就赶快拿出手机拍
下来， 回家后细细琢磨， 看看人
家是怎么剪出来的……” 李英老
师说： “剪纸有着极其丰富的象
征意义， 如幸福美满、 吉祥如意、
吉星高照等， 寓意好， 深受大家
喜爱， 去年婆婆过生日， 我剪了
一幅寿字送给婆婆， 她特别开心，
我也觉得这样的礼物特别有意义，
我觉得剪纸最大的好处就是需要
细心和耐心， 能让人在浮躁的环
境里静下心来。 “人到了一定的
年纪一寂寞就会心烦气躁， 学习
剪纸能让自己平静下来， 看到自
己剪出来的作品似乎有了生命力，
我很喜欢”。

采访结束时 ， 李英老师说：
“快过年了， 我要剪上一些窗花，
贴在窗户上， 红红的窗花看着喜
庆、 年味足……”

的确如李英老师所说， 剪纸不
仅给生活带来了乐趣， 还打开了
生活的又一扇窗户， 让心灵有了
追求。

从剪纸中发现乐趣和美

老人如何预防
“冬浴综合征”

小马过河

小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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