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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春来，作家，一

级警督。照顾瘫痪的
父母 12 年，发明照顾
老人的护理工具数十
件（目前收藏于孝道
博物馆），被誉为“造
器孝亲”的当代著名
孝子，身体力行地诠
释了忠孝两全的不凡

人生。
其曾获得“感动洛

阳十大年度人物”“当
代中华最感人的十大
慈孝人物”“当代中华
新二十四孝”“河南省
直十大道德模范”“推
动中国家庭文明十大
致敬人物”等荣誉称
号。

■记者手记

“您会用智能手机
吗？”面对这个问题，很
多老年人给出的答案
是：“不会。”“不太会。”

“只会一些简单的操
作。”“有很多功能不会
用。”3月14日，河南理
工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
在解放区老年大学开设
的“我来教您用手机”公
益课堂，吸引了不少老
年人前来学习。课堂上，
老年人在青年志愿者的
帮助下，一边学、一边
记、一边实践，努力跨越
数字鸿沟。

当天下午，解放区
文化馆南二楼综合教室
内座无虚席，这节“我来
教您用手机”的公益课
堂，让老年人神情专注。

“我先教您用微信添加
好友，发送视频。”河南理
工大学测绘与国土信息
工程学院大二学生范永
霞，正手把手地教课堂
上的老年人。与范永霞
一起教老年人用智能手
机的，还有来自该校青
年志愿者协会的其他11
名大学生。

在当今信息化高速
发展、万物数字化的时
代，智能手机给生活带
来了便捷的操作体验，
但因为不会使用智能手
机，很多老年人成了数
字时代的“边缘群体”。

老年人面对出门打车、
网上购物、在线交费等
日常生活中我们再熟悉
不过的操作，一时间不
知所措。“只会用手机的
微信聊天功能，其他很
多都不会，需要用的时
候很着急，特别想找个
机会好好学学。”今年
67岁的常艳霞说。这节
课上，她坐在了第一排，
把自己需要弄清楚的问
题列了清单，准备逐个
学习，让智能手机真正
成为日常生活的助手。

今年 75岁的孙正
宽老人，是一名学习达
人。退休后的这些年，他
在老年大学学习了5门
课，每天把自己的生活
安排得满满当当。他说，
如今生活的方方面面都
离不开手机，出门买菜、
到医院就诊、乘车购票
等都需要会熟练操作智
能手机。能有机会系统
学习使用智能手机，十
分难得。记者注意到，他
带来了笔记本和笔，把
课堂上学到的内容记录
了下来。除此之外，他还
添加了志愿者的微信，
并置顶了聊天信息，准
备随时咨询在学习过程
中遇到的问题。“我才70
多岁，需要学的东西还
多着呢，智能手机使用
是一项必备的生活技

能，每个老年人都需要
学习。”他说。

为了更好地帮助老
年人学习，当天的课堂一
共来了12名志愿者。“除
了在课堂上讲解老年人
共同面对的共性问题，还
需要有针对性地解答每
位老年人遇到的个性问
题。我们尽量采取面对
面、手把手的教学方式，
让老年人学得更好。”青
年志愿者王毅说。记者了
解到，当天，他在课堂上
教会了老年人保存图片、
发送小视频等基本功能。
69岁的老年学员田永新
说，刚拿到智能手机时，
有些缩手缩脚，既不敢
碰、也不敢点，经过很长
时间的摸索，学会了一些
简单的功能，但还是不精
通，经过老师的指点，收
获很大。

为了组织好这节公
益课堂，解放区老年大学

也下了一番功夫。记者了
解到，最近几年，手机、电
脑课很受老年人欢迎，老
年大学也断断续续开了
几个学期。今年春季开学
后，老年学员对这两门课
的呼声很高，希望能在课
堂上多学点知识。“很多
老年人的子女都不在身
边，他们与社会接轨又迫
在眉睫，我们有必要组织
这样的公益课堂，帮助他
们跨越数字鸿沟。”解放
区老年大学校长张巧红
说。

面对老年人在课堂
上高涨的学习热情，青
年志愿者也信心满满。
范永霞说：“这节课只是
一个开始，以后还将继
续组织公益课堂，让他
们能运用更多的线上功
能，跟上时代的步伐。”

上图 公益课堂。
本报记者 梁智玲

摄

本报讯（记者梁智
玲）乍暖还寒，最近两天
的“断崖式”降温，寒凉
再次占据主场，让人感
觉“春寒料峭”。市疾控
中心健康教育所专家提
醒，这种“善变”的天气，
就是通常所说的“倒春
寒”，老年人在这样的天
气中，应作好防护措施，
谨防心脑血管疾病。

“倒春寒”来袭，人体

受到低温刺激后，容易出
现交感神经兴奋，全身毛
细血管收缩、痉挛，血流缓
慢，导致冠状动脉供血不
足、脑部缺血缺氧，从而诱
发心肌梗塞或脑梗塞。对
患高血压者来说，突然变
化的温度容易引起出血
性脑中风，老年人在日常
生活中应格外注意。

老年人如何安全度
过“倒春寒”呢？可从以下

几个方面多加防范：一是
适度参加户外活动，增强
抵抗力。春天万物复苏，
老年人可根据自己的身
体情况选择适合的户外
活动，散步、慢跑等活动
不仅增强了身体素质，还
放松了心情。二是注意日
常饮食，及时补充水分。
春天天气干燥，老年人在
日常饮食中除了讲究膳
食平衡，还应注意多补充

水分。三是要注意休息，
保持情绪稳定。日常生活
中，老年人在精神上和体
力上都不要过度疲劳和
紧张，保持规律的生活习
惯，养成良好的心态。四
是保持生活环境的舒适。
室外温度发生变化后，室
内温度也会有所改变，及
时增减衣物，保持室内温
度恒定，对防病保健大
有益处。

帮老人跨数字鸿沟
公益课堂获得好评

本报记者 梁智玲

一节小小的公益
课，给老年人带来了大
大的温暖。老年人在课
堂上流露出的兴奋、自
信，是对公益课堂最大
的认可。

在这个信息化、数

字化高速发展的时代，
智能手机为生活带来了
便利，但也让很多老年
人成了数字时代的“边
缘群体”，他们常常处于

“离线”状态，不仅生活
不便，还非常自卑，甚至

与社会脱轨。这次公益
课堂推动了老年人融入
数字时代新生活，拉近
了老年人与社会之间的
距离，不仅提高了老年
人的养老生活质量，也
让他们切实感受到了来

自社会的关心关爱。希
望类似的助老活动再丰
富一些，希望我们能给
不会熟练操作智能手机
的老人多一点关心和帮
助，让“离线”老人“在
线”。

“倒春寒”来袭 老年人谨防心脑血管疾病

让“离线”老人“在线”
□梁智玲

监护器上出现了心跳，
50次、70次、110次……手
松开后心跳又停止了，我
又急忙按压……

一群人要将父亲送进
太平间。

父亲真的走了……我
撑起身子推开医生，用颤
抖的手，最后一次为爸爸
穿好了衣服。

送爸爸去太平间的路
上狂风怒吼，像我在号啕
大哭，那飘落在我脸上的
漫天雪花，就像父亲轻轻
抚摸着我的脸庞。

我轻轻地把父亲放在
太平间冰冷的平台上，为
他盖上并掖好了白被单。

我不相信父亲真的会
离开我，但我潜意识里明
白，这是今生最后一次与
父亲面对面交流。

我对身边的人说：“太
平间冷，你们都走吧，我要
一个人守着我爸爸。”

我想和父亲说说话，
太平间里好静好静，好像
到了另外一个世界。我控
制住泪水，平静地对父亲
说：“爸，您还记得吧，那次
我抓小偷，被小偷的同伙
捅了一刀，回来后告诉了
您，本想得到您的安慰，您
却说，一个坏人的匕首就
让你后怕，如果有日本鬼
子的刺刀刺来，你还不吓
尿裤子？真不像个男子
汉。爸爸，从那以后我不
再怕坏人了。”

“爸爸，今年的雪为什
么下得这么大？您常说，
当年穷苦人家最怕大雪封
门的日子，家里没吃的、没
盖的，太可怜了，您入伍，
参加人民军队，就是为了
天下穷苦大众能过上好日
子。”

“爸爸，您说日本侵略
者在我们的国土上烧杀抢
掠，于是您一腔怒火参加
了抗战。”

“爸爸，您曾经说您的
一生会流着血走。抗日战
争打完了，解放战争打完
了，您总问我还活着吗？
原认为您能看到孙儿长
大，没料到今天您依然走
了……”

雪停了，我的五脏像
被掏空了般不再疼痛，身
体空洞、麻木，内心无路可
走之际，我问自己：“人有
来生吗？”

单位领导找我了，说：
“春来，你是儿子，要上山
送别父亲。”

寒风中，母亲病房的
护士跑来说：“你母亲在抢
救，为什么身边连交款的
人也不留？”我对护士说：

“对不起，晚上交钱行吗？”
护士说：“你还得上楼

签字。如果不同意为你母
亲手术，一切后果得自
负。”

我像木偶一样挣扎着
走上四楼。

●今 悟
父亲走的时候大雪纷

飞，狂风怒号，已经哭不出
来的我只能在心里号啕大
哭。此刻，我又禁不住呜
呜地哭泣，也许这是补上
当年哭不出的声音。

12 年 后 ，我 的 孩 子
问：“爸，您很难受吧？”我
对孩子说：“已经不是难受
的感觉，身体空了，像在梦
中，当时爸爸感觉变成了
袅袅青烟追随你爷爷而
去。直到有人拉爸爸去送
别，爸爸才回过神来。”

二五六 有来生吗？
2008年1月30日

今天是农历腊月二十
三，北方的小年。

早晨要送父亲上山，
母亲的主治医生要与我商
定手术事宜，母亲身边也
没有人照料，真想让眼前
的狂风暴雪将自己劈成两
半。

邻床护理的大娘望着
我也流泪，劝我保重，不能
太悲伤，回头还得伺候母
亲。我不能自控地一下子
跪在她面前，说：“大娘，请
您照料我母亲一天吧？”

大娘一把拉起我，说：
“孩子，你爸是好人，他生前
把自己的轮椅送给了一位病
友，那个病人是我亲戚。你去
吧，我们几个护理病人的家
属会帮你照顾你娘的。”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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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财勇

他少年染疴，直到17岁才完成

中学学业。他发型怪异，在常人眼里被

视为另类。他与车结缘，车轮滚滚给他

带来创业的乐趣。他仗义乐施，回报社

会让他感到幸福满满。他就是河南省优

秀“全民消防我代言”公益代言人、焦作

地区蓝天救援组织督察、市慈善大使常

六平。

“

年少染疴运多舛

“因为我姊妹六个，在家排行最小，小名叫六
六。”当栗色头发、红上衣、白裤子的常六平出现在
你面前时，没有人敢相信如此打扮的他竟50岁出
头了。

常六平的老家为灵宝市，上世纪50年代，他父
亲退伍被安置到我市原陶瓷二厂。“陶瓷二厂前身
曾是一家劳改农场。”他说，这些都是父母后来告诉
他的，母亲随后也成为这里的工人。

“老幺本来是在家最享福的位置，然而我的童
年是在痛苦和惶恐中度过的。”上小学四年级时，常
六平的腿部出现肿痛，到医院检查后发现患上了急
性肾炎。

在那个年代，患上急性肾炎是要命的病，全家
都慌了神，父母商量后赶紧把常六平送到市人民医
院进行救治。“肾病有一个快速转化过程，治疗不及
时会转换成慢性肾炎，慢性肾炎治疗不及时就会变
成尿毒症……”在病房里，常六平曾目睹一个小朋
友离去。在惶恐不安中，他度过了危险期，但慢性
肾炎想要根治不是易事。

常六平只好休学在家。“是母亲给了我第二次
生命。”他说这番话时，眼角不觉已泛出泪花。母亲
开始四处寻找民间偏方，打听到一个偏方就赶紧来
试。“世间都说黄连苦，我知道世间还有比黄连更苦
的药。”他说，吃一口中药配一口鸡蛋送下，他感觉
鸡蛋都是苦的。

偏方试过了，还找乡间名医。母亲不会骑车，一
打听到乡间哪里有这方面的名医，一二十公里的路
程都是背着常六平步行去的，一来一回就是一天时
间。家里姊妹多，本来生活就不宽裕，家里多了他这
个“药篓子”，生活变得更加拮据。为了给他改善生
活，父母开了一小片荒，种起红薯、萝卜等，还养起了
鸡。

四年漫漫就医路，常六平说：“我承受了身心的
痛苦，也感受到了父爱、母爱和家庭的温暖。”

与车结缘解人难

在没有患病之前，常六平显示出了不安分的一
面，先是喜欢集邮。因为属鼠的缘故，他尤其喜欢
收集鼠的生肖邮票。初中时，他到郑州进贺年卡，
然后拿到原市邮电局钟楼下叫卖。

休学在家的后两年，常六平开始到郑州进一些
印刷画，加以装裱后售卖，除在原焦作宾馆、原市图
书馆外摆摊售卖外，还拿到中站集会上卖。这些经
历，为他日后经商打下了基础。

17岁时，常六平初中毕业，一直想去当兵。父
母劝他：“我们不反对你当兵，但是你想一想自己的
身体状况能不能当兵。”

1989年，常六平到原市液压厂当了一名工人。
但好景不长，6年后，厂子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濒
临倒闭，他上班没有在家休息的时间多，很快成了
一名下岗工人。

1996年，一个开洗车行的发小请常六平去帮
忙。由于洗车行有时要搞促销活动，他接触了大量
车主，并留下了客户的联系电话。“大约是一年后的
一天夜里，一个朋友打来电话，说弟弟结婚约定的
婚车失约了，看能不能帮忙找几辆车。我一听，就
说这还不是小菜一碟，婚车的事包给我了。”事后，
朋友非常感谢他。后来，同样的事他又干了几次。
然而，他发现朋友的忙是帮了，但自己手头紧了，原
来联系一次电话费得0.4元，十辆八辆婚车联系下
来，他一天的收入就没有了。

常六平的脑瓜子特别好使，他看到这里面的商
机，打定了主意：联系一辆车自己收费10元，弥补
一下电话费，为别人排忧解难，自己也不能白忙
活。他利用多年积累下来的人脉资源，组织起结婚
服务车队，业务推出后收益很好。刚开始，他组织
的车队对车子要求不是很高。随着人们生活水平
的提高，人们开始对颜色、牌子、车型有了进一步要
求，先是红色普桑，后是桑塔纳2000，接着是时代
超人，再后来是奥迪……

之后，常六平的婚车服务业务从市区延伸到
了县里。“我不仅要拥有更多的车源，还要运用好

时间差合理调配。”他曾创下同一队人马跑三家婚
事的佳话。那是五六年前的五一劳动节，市区一
家客户定好用8辆奥迪A6，接着市区另一家也提
出用同一款车型。两家都要用，如何能跑过来？
他想出一个办法：让后订车的将娶亲仪式提前到
10时举行完，为先订的一家留出时间。这两家问

题刚解决完，县里的客户又打来了电话，也要用同
一款车型。他仔细了解了县里的结婚习俗，接亲
仪式大多在中午以后举行，他这下子又有了办法：
让车队结束后不要耽误时间，抓紧往县里赶，保证
这家婚事用车。

由于常六平的婚车服务讲究信誉，在业界的口
碑越来越好。私人买车或换车都向他咨询品牌、车
型、颜色，轿车销售商也登门拜访，希望他推荐自家
的品牌、车型。在他的建议下，一家轿车销售商也
组建了自己的婚车服务车队，既能服务社会，又能
展示品牌，一箭双雕。

爱心善举美名传

少年染病的经历，让常六平感到花季少年生命
的宝贵。2012年2月的一天，他从《焦作日报》上看
到身患渐冻症少年常少文的不幸遭遇，内心的痛点
再次受到触碰，于是立即给病床上的常少文送去
1000元。接着，他又看到我市白血病患者赵文丽的
求助，便捐款500元。小女孩白洁不幸被烧伤，他
又捐款1000元……

“面对不幸的家庭，我的捐款只是杯水车薪。”
常六平说，一根筷子容易折，但一把筷子就很难折
弯。他决定利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发动更多爱心
人士投身公益事业。

2015年3月27日晚，修武县健康路小学四年
级学生薛佳宜骑自行车到宁城公园玩耍，过马路时
被一辆拉沙的货车碾压，造成双下肢、左上肢截肢，
原本困难的家庭欠下巨额医疗费用。常六平看到
媒体呼吁后，第一时间捐了款，同时在微信朋友圈
发动更多朋友献爱心，先后得到60多位爱心人士
响应。最后，他和11位代表将筹集的40605元送到
薛佳宜的病房。

2015年12月，在微善河南公益部举行的“情暖
冬日”活动中，常六平和张卫东、张卫萍兄妹捐赠
100件羽绒服给山阳区第二十五中学100名困难学
生。市防火安全委员会了解到他是一个有爱心、有
社会责任的公众人物后，聘请他为消防代言人。

“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常六平
不仅喜欢唱这首《好汉歌》，还表现在行动上。2017
年2月13日16时许，在市贸易大厦附近，一年轻女
子突发疾病倒地，他和我市原创歌手李猛看到后，
立即进行施救，为患者赢得了救治时间。2019年6
月30日深夜，他开车路过市体育中心体育馆附近
时，看到一个人被助力车压着一动不动，旁边有人
围观却不敢上去帮忙。他急忙停下车，上前施救。
原来，此人喝醉后被助力车压得呼吸困难，如果不
及时将车移开，后果不堪设想。

常六平说，疫情发生后，他第一时间向山阳公
安分局定和派出所、市中医院等捐赠 1000 余只
N95口罩。当看到焦作地区蓝天救援组织队员逆
向而行，义务在他居住的小区消杀时，他当即捐款
200元，又募集捐款5000多元用于蓝天救援组织购
买消毒液、防护服等。

2021年7月，焦作蓝天救援组织在新乡市抗洪
抢险，因为没有救生舟，救援队员的双脚都被泡烂
了。常六平在网上查询到有一艘救生舟需要3000
元，便同焦作蓝天救援组织队长王志军联系捐赠事
宜。但王志军告诉他：这一型号救生舟由于不带动
力装置，购买价值不大。

常六平又赶紧上网查询，很快查到符合要求的
救生舟，但购买这样一艘救生舟需要2万元，他有些
力不从心。于是，他把筹款购买救生舟遇到的困难
发到微信朋友圈，江苏青春引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的朋友看到后，表示愿意捐赠3艘，并立即让他把蓝
天救援组织的收货地址发过来。3艘救生舟到货
后，焦作蓝天救援组织举行了捐赠仪式，并聘请常
六平为焦作地区蓝天救援组织督察。

7年前，为保证莘莘学子高考出行安全，常六平
策划了“爱心送考”活动，每年都得到100多位有爱
心的私家车主积极响应，义务接送高考学子。

大爱无疆，爱心无限。“我不仅要当好慈善事业
的行动者，还要高举爱心火炬前行，当好爱心奉献
的传播者。”从常六平掷地有声的话语中，笔者感受
到了他对社会的庄严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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