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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仁近

究竟哪个最好？
需要探讨，需要深
化，需要推敲。其
实，适合自己的就
是最好的，老年人
考虑比较实际，他

这个建议我赞同

有些事情总
有机缘巧合，9 月
15 日 ，我 参 加 了
时报在和平路邮
局举办的读者服
务日编读互动会。会上，我有幸获
得今年读者问卷调查好建议奖，真
是荣幸之至。
《中老年时报》的工作
人员把一大摞往期的时报放在会场
供读者选读，我随手拿了两张放在
书包里准备回家看。闲暇之余，我
翻阅报纸，竟意外发现两张报纸都
是 8 月 28 日的报纸，头版刊登的《全

禾 方

在广大读者中有着良好口碑的《中
们最有发言权。
老年时报》。
当然，说来说去，养老问题对于
我想，养老这一个重大课题，可
身心健康的老年人比较好办，养老
以考虑让全社会都来思考、探讨、提
课题中最值得研究的是那些失能老
出建议，共同研究、集思广益、博采
人、孤寡高龄老人的问题，还有就是
众长、归纳完善，提交有关部门考
那些经济拮据、生活贫困的老人。
虑。比如，养老方式方法的研究和
这些老人的养老问题，困难多多，可
摸索、养老方式中哪些方案最能够
能最需要研究解决。依靠社会力
让老年人认同、养老途径与经济基
量、依靠各方面的统筹安排才能够
础的关系、养老过程中的道德建设、 得以解决。
养老问题与晚辈的良知、养老院的
因此，时报在适当的专版上开
规模与建设，等等，都可以作为研究
辟栏目或者设置独立的版面，名曰
与探讨的内容、课题。
“我对养老有话说”，或者“养老问题
当前，民间对养老问题比较重
大家谈”，
都可以。
视，不断有人提出建议与具体方案，
我相信，只要这个栏目诞生，支
诸如抱团养老、以房养老、朋友养
持、赞同的读者肯定会很多。期盼
老、居家养老、社区养老、老少结合 “我对养老有话说”或者“养老问题
养老，等等，都是不错的方式方法。 大家谈”
早日问世。
区。十多年来，我
坚持每天去晨
练。感受到老年
人在一起运动锻
炼，既达到强身健
体的目的，还能结识许多知音，给他
们带来欢乐和愉悦。运动成为中老
年人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各种
健身队伍应运而生，形成规模。正
因为“运动是良医”的观念被许多读
者所接受，我的文章才会被读者们
喜爱。为此，我会继续努力，多写
“接地气”的好文章。

“读者喜爱的稿件”来自基层

商榷与辨析

陆志坚
运惠及全民 储备健康本钱》正是付
殿贵记者和我合作的文章。我订阅
的报纸已被我剪报后存档，有了这
两份报纸，我就有了备份收藏，真是
意外之喜。然而好事还在后面，这
篇文章此后又被评为“读者最喜爱
的稿件”，
可谓双喜临门。
写好这篇文章的素材来源于社

有话对时报说

“报”孝老爸

应该是“磕磕绊绊”

读时报“益康苑”受益

王宗征

刘在增

10 月 2 日时报知青版刊登的《北大荒采榛子》一
文第三自然段说：
“去榛子林是没有路的，要艰辛跋
涉在齐腰深的草甸子、沼泽地里，深一脚浅一脚，磕
磕拌拌，艰难地往前一步步地挪啊。”笔者以为，这里
所用的“磕磕拌拌”，
是不妥的。
经查商务印书馆 1996 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
（修订本）》，其中并无“磕磕拌拌”词条，而是有“磕磕
绊绊”这个词条，词意解释为“形容路不好走或腿脚
有毛病而行走不灵便”。可见，
《北大荒采榛子》一文
中的“磕磕拌拌”，
应该改为“磕磕绊绊”
。

我读时报二十余载，深感报纸上
的好文章不少。
最近几年我爱上了颐寿版“益康
苑”栏目，至今我保留“益康苑”的文章
一千五百余篇、总共六大本。篇篇有
特色，比如《心有大爱人长寿》
《人老心
别老》等文章都给了我帮助。读“益康
苑”让我在养生等方面受益匪浅。
“益康苑”是我求医问药的贴心大
夫，它引领老人走幸福安康快乐之路，
同时也引导老人树立正确的养生观
——应当做些对社会有益的事，做有
益于他人的老人。
老人们要自强、自立、自理，不给
社会添累赘、不给子女添麻烦。长寿
来自健康，而健康来自养生的智慧。
“益康苑”就好似取之不尽用之不完的
养生智慧源泉。
中老年朋友们在茶余饭后选两段
“益康苑”看一看、读一读，也许能获得
一些养生的智慧！

关于“塞北”的辨析
李建新
在时报 8 月 19 日副刊版上，王继军先生于《八月
剥枣》一文中提到：他的一位同事早年曾在新疆支
教，独爱新疆大枣，每年金秋，总能收到塞北寄来的
和田枣。这里，应该指出的是，
“塞北”这个词用在此
文有待商榷，因为古代以长城为界，以北地区已出边
塞，故名塞北。而新疆位于我国西北部，不属于一
般所指的塞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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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梦魇
抗战时期天津人的生活

任秉钤口述
口述：
任秉钤
日伪时期住址：
西头双忠庙大街
采访时间：
2014年12月11日上午
任秉钤，1918 年岀生于天津的
西头。父亲是西头慈惠寺小学的老
师，
他的小学也是上的慈惠寺小学，
小学毕业后考入天津市立师范学
校，
毕业后一生从事教育工作，
其父
任聘之、
兄任秉钧都是老师，
他家四
代有 25 人从教，曾被评为全国优秀
教育世家，
也是长寿家族，
其兄任秉
钧是过完百岁寿诞仙逝的。任先生
热爱昆曲，
也是昆曲名票。
我是 1918 年 5 月出生，属马。
我这辈子倒霉事儿都遇上了。
说 起 三 七 年 的 事 儿 ，说 来 话
长。事儿是三七年爆发的。根基可
不是三七年，
日本人琢磨中国，
那已

经是几十年的时间。遇到这么个袁
世凯，
他为了做皇上，
把中国好几处
全都给了日本了，他签字了，承认
了，他愿意叫日本人欺负。那会儿
日本人正得劲，谁遇到这环境谁不
多贪点。日本人侵略中国，这一个
袁世凯，
一个张作霖，
就张学良他父
亲，
张作霖的目的啊，
是用日本人治
日本人。可他本人没有这么大力
量。那个时候，
像阎锡山，
都想弄自
己的小天下。你不碍我事儿，我还
可以当这个范围的王，那就行了。
所以日本人侵略中国，不是三七年
的事。
三五年那阵，政府也借助群众
的力量，搞军事训练，准备跟日本
打仗。军训的时候，我这高中一年
级学生，必须经过 3 个月的军营生
活。我们就集中在保定，进行军事
训练。顶 2 个月的时候，何应钦和
梅津有个协定——《何梅协定》，这
个协定里主要的立刻解散中学生
的军训。日本人很拿这个当事儿，
眼看着这帮小孩起来，战事就打上
了。日本人怎么也不会叫你完成
这个训练。原定 3 个月，第三个月
里都是演习、打靶呀，到第三个月
给停了。所以我们 3 个月的军营生
活，2 个月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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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姚国勇
写稿是辛苦的、也是快乐的，只有有此经历者，
才知道写稿是件不容易的事情。一篇文稿的形成，
凝聚着写作人的心血，也是平时读书积累知识的表
达。写稿 40 年来，其中酸辣苦甜我都饱尝过，有一
个做法我一直坚持着，
这就是写稿“回头看”
。
所谓“回头看”，就是每 3 个月，我都要回过头
来，对自己过去发出的稿件进行一次细查。多年来，
我养成了这样一个习惯，每发走一篇稿件，都要在专
用本上作个记录，这其中包括稿件发往何处等。在
“回头看”时，我能看出自己哪篇文章被报刊采用了，
哪篇文章石沉大海了。对没有被编辑相中的文章，
我会冷静地进行分析，找出不足之处，以便在今后写
作中加以注意，特别是在选材方面更加慎重。而不
是只追求发稿数量，忽视了文章自身的质量。
由于自己这么多年来，一直坚持写稿“回头看”，
善于找差补缺，写稿水平不断提高，稿件被新闻单位
采用的频率逐年递增。
“回头看”的做法，我会把它长
期坚持下去。

单田芳说单田芳

免疫力
如何才能提高自身的免疫能
力呢？体育锻炼、精神状态以及饮
食都与提高免疫能力密切相关。
过度锻炼或者剧烈运动实际上不
利于免疫系统的增强，而研究表明
中国的太极拳却可以增加人体内
40％ 的 T 细 胞（一 种 免 疫 细 胞）。
如此看来，形式相对温和一些的运
动对免疫系统是最好的了。这可
能是因为肾上腺在受到压力时分
泌的皮质类固醇会抑制人体的免
疫力。关于这一点，许多研究表明
它也可能就是人在压力、抑郁以及
难过时免疫力降低的原因。学会
如何面对压力，处理心理问题和放
松都是提高免疫力的关键。坐禅
就是一种很好的提高免疫力的方
式，它能够增加体内的 T 细胞，并
且可以改善 T 促进细胞和 T 抑制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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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之间的比例。
免疫系统的宗旨是找到危害
人体的敌人并摧毁它们。这些危
害人体的敌人包括不健全的体细
胞和诸如细菌、病毒之类的外来物
质，进入身体的主要途径是我们的
消化道和肺。外来的食物和空气
要分别通过这两个地方进入人
体。呼吸系统和消化系统健康而
强壮的黏膜是人体抵御外来侵略
的第一道防线。
一个人良好的免疫能力需要
摄入最佳数量的维生素以及矿物
质来支持。体内如果缺乏维生素
A、维生素 B1、维生素 B2、维生素 B6、
维生素 B12、叶酸、维生素 C 和 E，或
是铁、锌、镁以及硒，都会抑制人的
免疫力。
与维生素 B6 相比，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以及维生素 B5 只能够轻
微提高人体的免疫力。因为抗体
的产生以及 T 细胞的工作都依赖
于维生素 B6。它的每日理想的摄
入量是 50 到 100 毫克。维生素 B12
和叶酸同样是 B 细胞和 T 细胞正常
工作所不可缺少的营养物质。要
想迅速制造出新的免疫细胞去阻
击敌人，我们离不开维生素 B6、锌
以及叶酸。

写稿也要
“回头看”

言归正传

辽宁 史振亚

给报刊投稿至今 40 年，时有“豆
腐块”见诸报端，有初学写稿的朋友
探问上稿秘诀，答曰：
“多给编辑部寄
‘土特产’。”
所谓“土”，就是稿件要接地气、
冒热气，贴近百姓生活，充满乡土气
息。多写身边人、身边事，或身边人、
身边事引发的感想。如我根据家乡
山区道路的变化，从羊肠小道、砂石
路、柏油路、水泥路、高速公路，再到
通铁路、动车的发展，带动山区经济
和百姓生活的巨变，写就的散文《家
乡的路》，就被刊登在报刊上。再如，
我身边的一位邻居大爷，因老伴儿突
发脑溢血先他而去，因为终没满足老
伴儿生前想和他留一张合影照的愿
望，遗憾不已，郁郁寡欢，没过两年也撒手人寰。据
此而写的评论《解脱遗憾》发给《中老年时报》评论
版，很快就见报了。
所谓“特”，就是要找准报刊特色、体现时代特
色、写出自己的特色。给哪家报刊投稿，必须摸准那
家报刊的刊文特色，并注意到每个栏目的特色。只
有写的稿子符合这家报刊的特色，才易被采用。我
初给《中老年时报》副刊投了不少稿子均未被采用，
我便打电话请教副刊编辑老师，编辑老师告诉我：
“您的这些稿子我看了，都较长，且泛泛而谈，我们需
要的是 800 字以内、适合中老年读者的精短文章。”后
来，我按编辑老师的要求写稿，采用率逐渐提高。
还如，每年 3 月份学雷锋的稿件纷纷涌向报刊编辑
部，我想，如果单纯写学雷锋做好事，这样的稿子很
难有特色，为避免雷同，我就写了一篇《雷锋当初学
的谁？
》，讲述雷锋的成长离不开身边人的影响，就有
了自己的特色，结果这篇稿子很快被我所投稿的报
纸采用。
所谓“产”，就是要多产出。要勤写、多写，没有
一定数量的积累，也很难出高质量的作品。不可设
想，常年不动笔的人，动笔就出锦绣文章。
40 年来，我坚持笔耕不辍，稿件质量不断提
高，稿件被采用率也不断上升，已有 3000 余篇文章
见于报刊，近些年的稿件被报刊的采用率基本在
80%以上。
初学写稿的朋友，你也照我的办法试试，看是否
有效。
安徽 陈思炳

《中老年时报》一版的时报时评很受读者青睐，
很多时候，时报到手，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精彩的新
闻报道和时报时评。时报时评之所以长盛不衰，原
因在于文风好，体现在文章短小精悍，说理透彻，见
解独特，宣传正能量，呼唤真善美，鞭挞假恶丑，形成
了时报一道亮丽风景线。
我是时报的忠实读者，热心作者，当然也是时报
时评的忠实读者与热心作者。我认为，时报时评除
了具有独特的文风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特色就是，许
多时评的标题起得好。须知，标题是文章的眼睛，是
评论的灵魂，是引导读者把文章从头到尾读完的基
础。文章也许写得不错，但是，标题上不下功夫，也
有可能不被读者重视。
最近比较系统地阅读了一批时报时评文章，觉
得时评的标题有了很大进步。有位老朋友经常与
我共同探讨时报时评的优劣，曾经直言不讳地对时
评的标题提出批评。然而，最近他却有了一百八十
度大转弯，高兴地对我说：
“时报时评的标题大有进
步。”我俩一致认为，时评的标题有了大改观，并且
列举了一些时评标题加以说明。比如 9 月 26 日的
《月饼终究是用来吃的》、9 月 20 日的《量子纠缠不
能胡搅蛮缠》、9 月 24 日的《
“视频过中秋”的思考》、
9 月 22 日的《
“适老化装修”应尽快推广》等等，这些
时评的标题起得都很好，就像一道道色香味俱佳的
美味菜肴，吸引读者的眼球，让人非要一口气阅读
完毕才肯作罢。
特别是吕也玫先生撰写的《月饼终究是用来吃
的》那篇时评文章，获得了我们全家人的一致好评。
这个题目好就好在通俗易懂，直白中富有哲理，普普
通通中彰显浓郁特色。读这篇时评的标题，很容易
让人想起“房子是用来住的”那句话。应该说，这篇
时报时评，标题起得好，文章内容好，短小精悍，可以
称之为美文佳作。

投稿交流

多寄﹃土特产﹄

从时报时评的标题说起

编读版 9 月 28 日
发表了石家庄读者刘
怀银撰写的《希望创
办“我对养老有话说”
栏目》一文，我拜读之
后，觉得这个建议非
常好，对于吸引读者阅读时报、关注
当前老年人特别重视的养老课题将
会起到促进作用，也会举一反三，促
使编者、读者及社会各界有识之士
都来关心老年人的养老事业，这是
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须知，养老问题，不仅仅是老年
人的事情，也不仅仅是有老人的家
庭的事情，更不是一个简单的养老
问题，而是涉及千家万户、涉及社会
稳定、涉及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关系到老年人晚年生活幸福的大问
题。因此，事关重大的养老课题，必
须有更多人士共同来研究和探讨，
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策略。如此
这般，就应该有一个大家信得过的
载体、传媒来探讨这个课题。这个
载体、这个传媒，大家信得过的就是

·3·

单田芳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一件终生难忘的糗事
王庭合是山东人，有时说话我
听不太明白。但此人非常热情，他
的两双儿女也非常热情，只是他的
夫人有点酸，一副高高在上不屑一
顾的样子，叫人挺讨厌。我们在他
家吃了饭，大人在屋里闲聊，他的
两双儿女带着我在院里打秋千，小
孩们凑在一块儿无话不说，我是又
讲包公案，又说呼家将，一通胡说
八道，
把他们都白话住了。
王家大哥十七八了比我大得
多，把我让到他屋里头，拿出水果
让我吃，我一看书桌上有现成的笔
和纸，我就画了一幅顶盔挂甲的武
士，手中拿着一把大刀，大哥见了
吃惊非小：
“怎么你还有这两下
子？”马上把我画的东西拿到屋里
去 显 摆 ，王 庭 合 连 说 ：
“ 真 好 ，真
好。”我受宠若惊，高兴得不得了。

从那天回到家里以后，我总惦记还
去 王 家 玩 儿 ，正 好 王 大 哥 接 我 来
了，王大哥对我父亲说：
“ 大叔，我
打算把全弟接到我家去住两天，我
父母喜欢他，我全家都喜欢他，您
看好吗？”我一听正中下怀，乐得背
上书包跟他去了。我父亲叮嘱我
说：
“ 到那儿别淘气，听王大爷的
话。”我说知道。于是我第二次到
了老王家，和大哥二哥住到一个屋
里 ，他 们 对 我 这 个 小 家 伙 非 常 照
顾，尽量给我买好吃的好喝的，聚
在一起就听我讲笑话，我一边讲他
们一边大笑，我就更来劲了，人来
疯嘛。我就大讲特讲起来，有的也
说无的也讲，自编自演自导，极似
现在未入流的导演和编剧。
转眼十几天过去了，我有点想
家了，就向王大爷提出要求明天我
要回家，王大爷说：
“ 可以，过几天
再把你接回来，你看大家多欢迎你
啊。”就在我临回家的那天下午，我
做了一件不可原谅的终生难忘的
糗事。
他家有钱，值钱的物件很多，
我最喜欢的是柜上摆的一台望远
镜，据说是日本造，小巧玲珑，十分
精美，我趁他家人没有注意就把望
远镜偷出来装进我的书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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