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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 90年代， 任何一个人来我家。

都说我家住房太小， 一则家居面积本来就
不大，二则儿子长得人高马大，他一进屋，

就好像非得搬出几件家具才能容得下他似
的。于是就有人说，电视台一天到晚来你们
家拍电视，为什么不叫他们帮帮忙？电视台
怎么帮？ 现在是住房商品化，需要的是钱。

天上不会落馅饼， 我不幻想某一天一个人
进来拍拍我的肩膀，给我一串钥匙，让我成
为一套居室的主人。

夜深人静，我躺在床上环顾四壁，茫
然若失，感叹人生艰难，更叹命运不济。

我想： 如果我不落崖受伤致残， 凭我的
劳动态度和过硬技术，对企业的贡献肯
定很大， 论功行赏， 单位肯定会分配给
我一套宽敞的住房 ； 如果我不受伤致
残，改革开放了，我或许会跳槽，择优而
从，当个白领，收入可观，还会愁没钱买
房？ 哪会象现在这样， 看见报纸上房产
广告， 就像逃避瘟疫似的迅速翻过，不
愿多看一眼，唯恐看了以后徒增自己的
烦恼和惆怅； 如果我干脆在住危棚简
屋，破墙旧壁，而不是象现在这样，住在
煤卫合用，室内连气窗也没有的 50 年代
初造的老公房里， 或许早就动拆迁了；

如果我们人均住房面积在四平米以下，

那么解困办的政策也落实到我家了 ，

……唉，哪来那么多的“如果”，说到底，

还是我没能耐。

我没本事，住得逼仄，也就算了，但是
累及妻儿，常使我黯然神伤。 在我家，女人
没有梳妆台，学生没有写字台。妻子对画眉
描红，涂脂抹粉本来就不感兴趣，所以没有
梳妆台也就罢了； 而儿子没有写字台就惨
了，身高近 1米 80的小伙子，天天看着他
弯腰曲背地伏在一张仅 50厘米高的小桌
上做作业，心里很不好受，没做多久，他就
要来个面朝天，手撑地的反躬动作，看了真
叫人心酸。但是亲情与清贫相伴，在我们这
个小屋里，常常是欢声笑语盈耳，天伦之乐
满目。 妻儿从不怨天尤人，向隅不欢。 生活
就是这样，这里缺了一块，那里又给你补上
一角。

现实情况已经证明了我们夫妻俩没有
能力买房， 改善住房条件的重担责无旁贷
地落到了儿子的肩上。 人们都看好我们的
儿子，说他“硬件软件”都行。 硬件是成绩
好，名牌大学学生；软件是有孝心，责任性
强，过几年大学毕业，找个好单位，努力工
作，站稳脚跟，不消几年，买房当不成问题。

但我却不想让儿子替我们“解困”，我认为：

把两代人的愿望全压在他身上是不公平
的，到时候只要他自力更生了，我们也就自
然“解困”了。一首歌唱得好：父母不要儿女
为家庭做多大贡献， 有空常回家看看就好
了。

老牛舐犊， 慈乌反哺， 临大学毕业那
年，儿子星期天回来跟我说，他这次有直升

公费研究生的机会。 “真的？ ”我高兴极了。

可是只高兴了一天。第二天一早，儿子起了
床就对我说，他要放弃这个机会。

“什么”我比昨天更吃惊：“复旦研究生
人家要考都考不上，你却要放弃？你脑子是
否出毛病了？ ”

“我想早点工作，早点赚钱，让家里
早点脱困，让你们早点过上好日子。 ”一
下子，我闷住了，是为我们！为我们，儿子
要放弃这个好机会！儿子双眼通红，他昨
夜没睡好。 我知道， 他的心在读研与求
职， 个人前途与家庭幸福的两种抉择中
煎熬。

“我不同意，这么多年都熬过来了，我
们可以再熬几年。如果想叫你早赚钱，当初
就让你读职校了， 何必保你上大学？ 你算
算， 你上大学一年开销起码一万， 读研的
话，这一万就省下来了，这一万补贴家用，

我们就改善了不少。 ”

“那爸爸，我们什么时候买房？爸爸你
看我们的房间， 小且不说， 设计也不合
理，夏天热，冬天冷，没有一丝阳光，白天
也得开电灯； 黄梅天还泛潮。 别人能熬，

爸爸你这样的身体，行动又不便，整天坐
在这阴冷的屋子里，身体怎么能好？ 商品
房那是自己要掏钱买的。 你生活不能自
理，吃喝拉撒都要妈妈伺候，可妈妈也五
十多岁的人了，还能伺候你几年？ 我们家
既有远虑，又有近忧，我能安心再去读书

吗？ 我知道， 读研对我的未来肯定有利，

但我愿意把我未来的有利换成你们现在
的幸福。 这是绿叶对根的情意。 ”听了儿
子的一番话，我鼻子酸了，妻子眼睛潮了，

我们相对喜极而泣；生活再难，有这样的
儿子，我们还能说什么呢？

儿子毕业后，到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

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后按揭买了房子。 从租
赁的陋室，搬到三房二厅的商品房，从嘈杂
的老旧小区，搬到洁净的花园式小区，这就
是我们家的居住变化。 儿子在买房时考虑
到我行动不便，特意选择了小区环境好，楼
外有无障碍斜坡的多层底楼， 便于我经常
到绿树成荫、 鲜花盛开的小花园去活动活
动、透透空气。

搬进新居后， 宴请亲朋好友是一条不
成文的规则，“何以表喜庆， 置酒招亲类”。

其实过去我也想请，不是说亲戚越走越亲，

好友越走越近吗，只是那个时候住房小，心
有余而力不足。亲朋在好友之前，自然先请
家人。 我们家是个大家庭，人丁兴旺，四世
同堂。 以前逢年过节， 到父母处团聚，“挤
挤”一堂，连走动都很困难；现在 3个人往
三室两厅一散，竟然不知道谁在哪里，到吃
饭时要一间一间地叫。 有人问我，“什么样
的房子是宜居的？ ”一般人会选择面积、地
段、价格、社区、房型、配置等。对我来说，儿
子买给我住的房子，那就是最宜居的，宜居
是一种感觉。

绿叶对根的情意
连 俊

“噫吁嚱，危乎高哉！ 登楼之难难
于上青天！ 楼梯何盘盘，几步一折萦扶
栏。 但见妪叟气喘急， 眼望青壮过身
边。 公房虽不错，只苦我年迈。 登楼之
难，难于上青天，侧身空望长咨嗟！ ”这
些诗句， 是有人借唐诗人李白 《蜀道
难》的部分句式，对老住宅小区五六七
层居民 “上楼难”，发出的怨言。

众所周知 ，现在小高层 （12 层以
上） 和高层建筑都有电梯作为载人载
物的工具， 乘电梯则是 “上上下下的
享受”； 可对居住多层老式公房的人
们而言 ， 登楼是一种郁积多年的折
磨。 想当年，刚分配到新房时，几乎人
人喜形于色， 因为比起简易平房、棚
户、亭子间来，无疑是一大进步。 时过
境迁， 几十年后， 这些公房的主人多
已老迈，体质渐衰，登楼常感乏力，多
数人退休后蜗居房内， 对下楼心存怵
惧。 “多层公房可否安装电梯？ ”那是
十多年前人们日思夜想的 “黄粱美
梦”。

如今， 上海城区老公房加装电梯
以方便群众日常生活一项， 已引起相
关领导高度重视。 经过深入调研和专
家论证，“老公房加装电梯”项目终于
开始成行。

上海各区行动起来， 又得到各建
设单位的支持， 一批又一批老公房开
始“旧貌换新颜”。 这可是上海城建史
上开天辟地的大事。 虽然要过设计、

监理、施工、资金筹措、管理维护等几
个坎，屡逢踬碍，但此为“民生工程”，

是惠民助老服务的具体体现， 因此项
目建设在申城展开， 如火如荼。 一幢
幢加装了电梯的老公房在申城陆续华
丽亮相，形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

我居住在黄浦区五里桥街道，得
知局门路 361 弄恭房小区有两幢多层
楼房在 2018 年完成了加装电梯任务，

受益居民从心底里感激党和政府的惠
民助老政策。 这是一件貌不惊人但有
着深刻意义的大事。 今年 4 月初我在
社区调研时， 特地前往该小区探访过
几位老年住户。

住在 6 号楼 401 室的张妙珍老人

是通过换房住到这里的， 一住就是
20 年。 90 平方米两房一厅，两阳台，

这儿离医院、 超市近， 当时感到不
错。 现在年过八旬， 爬楼力不从心。

有时到楼下取晚报， 因报纸未到，空
手而归， 再也不想第二次下楼取报。

结果第二天去取报，看“隔夜报”。 儿
子见状， 想为他们物色调到电梯房，

因房型不理想和售价太高而未调成。

张阿姨说：“小区内 80 岁以上老人不
少，有的人近 100 岁，大都走不动路。

听到小区要加装电梯， 他们开心，全
力支持。 街道、房管办、物业出了不
少力。 现在外出乘电梯既省力又舒
服。 ”

张妙珍楼上 602 室住着 76 岁的
老党员周军，大家庭有四代人。 老夫
妇俩不仅要照顾 99 岁高龄的老母
亲， 也要为子女安排好日常生活，跑
一次 6 楼气喘吁吁，再跑一次就够受
的了。 今年春节老母亲生病，原先送
老母亲去医院要背着下楼，既费劲又
不便。 这次救护车开来后，老母亲由
救护人员抬着直接送上停在底楼的
救护车，十分便捷。 老周爱人是楼组
长， 为使电梯加装 100%居民同意，

她挨家挨户做思想工作，有时有点冤
屈事，为了公益，她都忍受了。

与张妙珍做邻居的 401 室张淑
华老人已 89 岁， 他说小区居住条件
不错， 就是因年老腿力渐减登楼困
难，曾萌生过换房念头。 谈起加梯工
程，他说：“这里的党员真好，当筹款
最后尚缺 5.2 万元时，我提出由我来
垫付，结果楼上的党员争着要资助这
笔钱，不让我一个人垫付。 ”到最后
还缺 6000 元时， 党员张妙珍阿姨立
即表态：“我出资！ ”

加装电梯工程推动了小区精神
文明建设，各个楼层看上去整洁无杂
物，窗明地净，墙面上均点缀着花草
图案。 老人们再也不为登楼而发愁。

子女来探望时，都为父母居住条件改
善而高兴。激动的还有快递员和外卖
小哥， 他们也不再费力爬楼送货，顿
觉轻松不少。

“真的是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一辈
子还会跑这么远。 ”我母亲 70 岁了，今
年 8 月我刚带她去了葡萄牙、西班牙和
希腊。腿脚尚好、饮食不忌口、睡眠无时
差、 甚至不惧十几小时的长途飞行，母
亲比我还适应长途旅行。

母亲是位勤俭持家的传统女性，身
为小学教师，要抚养我和弟弟成长求学
很不容易。母亲除了早年所在学校组织
休养，集体省内短途旅游外，便很少外
出溜达。我知道她怕花钱。直到 2015 年
我父亲的离世，对她的观念有很大的触
动。

父亲是闲不下来的人，喜欢到处溜
达，但因为母亲不愿意外出旅行，父亲
的足迹也多限于家乡周边。由于我的执
意，才在 2014 年元宵节，我带着父母还
有弟媳和小侄一起从上海飞到厦门看
海———那也是我父亲人生唯一一次坐
飞机。

父亲离世后， 为了让母亲换换环
境，也调节下心情 ，从 2016 年初 ，我便
利用寒暑假带着妈妈国内外旅行 。 她
起初还是有些犹豫， 我说就算是陪我
吧，这样还不用补单房差，她也就答应
了。

在旅行中 ， 我看到了做了心脏手
术后依然勇敢的母亲 ： 在埃及撒哈拉
沙漠， 自己爬到十几米高的沙丘滑下
去； 在洛杉矶环球影城坐过山车……

她总怕拖我后腿、扫我兴致，所以我想
玩的一些项目，母亲便也勇敢尝试，想
来与她从骨子里不服输的性格很有关
系。

在旅行中，我看到了愈发开朗的母
亲：在土耳其坐热气球后，她得知很多
游客因为行程和天气原因没有坐热气
球升空时，她就打趣地说，这多亏了她
的幸运，也让我跟着沾光；在昆明石林，

她穿上少数民族服饰、手捧鲜花，活脱

脱一副美好少女的幸福模样……旅途
中她发现好多年纪比她还大的人在满
世界地转，原来退休后除了看孙子还有
另外一种生活样式值得尝试。

这几年带着母亲去旅行 ， 也从旅
行中看母亲，看像母亲一样的老年人。

我发现， 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退休后更
加关注自己的身心健康 ， 会买保健品
给自己、会放松心情悦享生活。 统计显
示，截至 2018 年末 ，我国 60 岁以上老
龄人口已经达到约 2.5 亿人，占总人口
比例为 18%，其中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
口达 1.67 亿，占总人口的 11.9%。随着
老龄人口的增多， 老年人旅游成为一
大商机。 这一变化主要从 2000 年后开
始的。

毕竟在以前，出境的人还多是少数
因公的政府工作人员以及个别有亲属
在海外而去探亲的 ；80 年代中后期到
90 年代， 自费出境游的主力也只是少
数物质条件好的人 ， 范围也多限于泰
国、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香港、中国
澳门这几个国家和地区； 直到 2000 年
后， 随着人民物质生活的进一步改善，

对精神文化的需求也越来越高，出去的
人多了，范围也遍及五大洲，而参团的
主力群体也从年轻人变成了现在的老
年人。

每一次出行都是想让母亲能感受
体验不同的经历， 从而记忆众多第一
次：坐帆船、坐快艇、坐邮轮、坐马车、骑
骆驼、坐热气球、住洞穴酒店、登航母、

坐过山车……我也会每年在她生日时，

将上一年出行的照片挑选打印并装订
成册作为礼物送给母亲。

高龄的母亲，经常感慨国强民富带
来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变化。要说
心愿，还想带母亲去一次澳新，看看大
堡礁、抱抱考拉、看看冰川，这样除了南
极洲，母亲就玩遍四大洲了。

带着母亲去旅行
赵 铮

我的家住在青浦朱家角。 千年古镇朱
家角，素以“推门见河，出门摇橹” 而著称；

如今这个神奇的地方，自从有了 318国道，

处处呈现一片新气象。

映入眼帘的 318国道， 犹如金色的巨
龙横卧，立体式的交通模式，惊得老李我险
些没把舌头吸进肚。 高架桥畔，17号地铁
轰隆隆奔前方；地面马路，川流不息的大巴
士、大集卡，载着人群和物品，呼啸而过。见
证了祖国日行千里的高速发展， 阿拉亲眼
目睹 318国道上的传奇， 亲身体验党和国
家给老百姓带来诸多福祉。

那年，我刚满 18岁，毕业分配到乡下
一家仪表厂， 地点是从未听说过的朱家
角。 报到那天怀里揣着“户口迁移证” ，

母亲掮着行李铺盖， 陪着我登上徐家汇
发出的长途汽车，坚持送儿送到朱家角。

天啊，1968 年见到长途汽车看着有 “三
怪” ，车身方方正正像火柴盒，汽车鼻子
凸出车身一大截，车顶上顶着大大的包包，

据说，车轮一动，全凭包包里的沼气驱动。

天啊，那是条什么样的路哟？沪青公路弯弯
曲曲细而长，坑坑洼洼多颠簸。沼气汽车宛
如一叶孤舟，晃晃悠悠行驶在沙石路上。突
地，汽车一个急刹车，车屁股一扭，狮子大
摆头，行进方向吱地换了位置。母亲搂着矮
瘦的儿子，“青浦啥时能长出条大马路，娘
这辈子也就放心啦。 ”

后来，在市里的直接关心下，解放军战
士一马当先，全县人民参加义务劳动，经过
五年的拼搏，318国道通车啦。 再后来，我
在朱家角娶了娘子，有了房子，生了儿子，

视朱家角为第二故乡。 老母亲每每来青浦
踏青消暑，颇为得意地说：“你小子有福气，

赶上好日子。 ”

忽一日，《春天的故事》响彻祖国大地，

“黄金通道” ———318国道到了收获季节。

看，来自世界各地的客人，乃至名人要员，

频频穿梭国道，到水乡古镇投资开发，尽心

旅游；瞧，各级领导常常出现在国道两侧树
荫下， 指导青浦在改革开放的画布上再添
重彩之笔；听，市民百姓拍手笑吟吟，说说
心里话：318国道就是我们的家，我们的生
活比蜜甜。

生活好了，身体健康了，老藤绽开了
新花花。 老哥几个皮肤黑苍苍，喉咙震天
响，那个大嗓门，吼一吼，能从乡下头一
路响到城里头， 于是， 在区文化馆领导
下，组建了故事小分队。 五年来，我们沿
着 318国道，足迹踏遍了全青浦居委乡村
委。 曾经到过美丽乡村张马村，曾经到过

金泽古桥边，曾经到过福泉山山脚下。 讲
述老百姓的故事，讲述改革开放新鲜事，

讲述进博会里爱国情， 讲述青浦大地一
天天的神奇变化。 故事员讲得回肠荡气，

台下听得精神振奋。 五年来，我们讲故事
累计达到 505场。

好故事传递正能量， 价值观引领新
风尚。国道沿线的听众是热情的，每回讲
故事，观众们总是夹道欢迎，令人不能不
赞叹。 舞台设在果园里， 我们几个故事
员，伴着美妙的民间乐曲，品尝着草莓、

西瓜，开始了娓娓叙述。尽管没有五颜六

色的灯光，沒有艳丽的舞台，没有激昂的
乐队指挥，我们的故事照样赢得滿堂彩。

因为我们讲的———阿拉一起奔小康的喜
悦之情。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 突发异
想，等到赞歌响起，我和几个老哥们，诚邀
父老乡亲，在 318国道旁，摆张小圆桌，彻
壶清香扑鼻“阿婆茶” ，就着萝卜干熏青豆
当点心，讲讲新故事，摆摆“龙门阵” 。千言
万语汇成一句话：沒有共产党，就沒有新中
国，跟着共产党走，咱老百姓的日子芝麻开
花———节节高。

我 1930 年 1 月出生于江苏太仓县
的农村。 从小跟着族里的叔叔、姑姑去镇
上小学念书。 十岁时父亲把我妈、妹妹和
我三人带到了上海居住，读小学。 十三岁
时，父亲患伤寒症高烧不退，经医治无效
去世。 当时我正在上海中学读初中，割舍
不得这个学习机会， 不肯与母亲回到乡
下。 幸运的是，当时看到报纸上发布有叔
苹公奖学金，能为贫困学子赞助学费，我
即报名赴试后被录取， 之后每年学习成
绩优良，从此之后我的学费有了着落。

高二那年，我也患上了伤寒，家贫无
钱看病， 幸亏当时的生物老师袁善徵自
学中医取得执照。 经他悉心医治，终于热
退痊愈。 在家静养一年后，继续重返校园
学习至高中毕业。 也是因为这场大病，让
我坚定了以后学医的决心。

1948年 9月，我考取了上海医学院。

1949年解放后，我享受了人民助学金，我
的学习和生活有了保障。 五年期间，参加
了无锡市工厂卫生实习， 教我们的解剖
学教授要手术需要输血， 我的血型与他

相同， 我变毫不犹豫地献出三百毫升鲜
血，帮助老师康复痊愈。

毕业前，我特别深刻体会的是水利
部部长钱正英报告中提到的“我们的知
识是人民培养的， 学成后应该还给人
民，应该为人民服务”。1953年是第一个
五年计划， 我的一些同学分配在边疆、

勘察、地质队、厂矿等基层的辛苦工作
岗位。 我被安排分配到上海市近郊区的
第七人民医院的妇产科，原址离今天的
浦东新区高桥镇还有 5-6里路，没有公
共交通。 当时的郊区非常缺医少药，医
疗十分不规范，怀孕的产妇不做产前检
查，临产时都是由当地接生婆处理。 遇
到难产往往不及时来医院就医而死亡。

当时医院还没有血库， 如果遇到要输
血，需要临时找当地的“献血员”。 有一
次我随救护车去抢救一位子宫破裂的
产妇，到医院时，产妇已经进入休克状
态。 这时候已经没有时间再临时寻找
“献血员”。 幸运的是，我的血型和产妇
的相同， 我马上献了三百毫升的血给

她，待休克纠正后，我又为这位产妇进
行手术，成功地救下了一条生命。 50年
代的产房，婴儿保暖箱是木箱内安装几
只电灯泡，温度的调节是靠变化箱内电
灯泡的个数来调节的。有一位产妇过去
生的几胎都夭折了， 这次生下了一个
700克的早产儿。 当时我只能靠给婴儿
插小胃管，收集母乳，少量多次滴入。由
于人工的精心护理，这个 700 克的早产
儿活了下来， 而且没有任何的后遗症。

这在当时算是个奇迹了。

我到七院也重视预防工作。 建立了
医院、卫生院、接生员三级联系制度。 七
院培训卫生院妇产科医生， 卫生院妇产
科医生培训接生员， 接生员在产前检查
时对产妇进行卫生宣教。 还建立了产前
检查常规，转诊制度。 经过 10多年的努
力，降低了当地孕产妇死亡率，在当时川
沙县 4个县级医院妇产科对口检查评比
时，七院妇产科总是第一名。

由于我努力的工作，1956年被评为
“上海市先进卫生工作者”及“全国先进

生产者”， 我去北京参加全国先进生产
者代表会议，同年我光荣的加入了中国
共产党。

退休后，我作为志愿者参加居住社区
的各项志愿者活动。我组织了社区内从医
院退休的女同志，在居委会的领导下成立
了“老妈妈医疗队”，目前队员年龄 78-98

岁，共 17名，我任队长。 为民服务的内容
有：每周 2次为居民测血压；每逢节日举
行内、外、妇、儿医学咨询以及免费测血
糖。定期编写卫生宣教材料。上门随访贫
困家庭病人。每月一次结合季节以及疾病
流行等情况为居民举行常见病、多发病的
卫生讲座。

“老妈妈医疗队”至今成立 20年，为
社区居民做了不少 “为民”、“利民” 的实
事，曾多次被评为上海市杨浦区和江浦街
道精神文明集体，我也被居委及医院退管
会评为优秀志愿者，

我今年 90岁了，我会继续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将人民给与我的知识，继续服
务于人民。

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
张倩芬

自从今年 7月启动“爱我中华”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征文活动后，本报接到来自全国各地读者的征文，

经过有关专家的初评、复评，最终评出一、二、三等奖若

干。本次征文活动，感谢上海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

大力支持。

从此登楼不用愁
陈晶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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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国道我的家
李溪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