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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故事，
换个讲法受欢迎
“又是那点老东西，都讲 目。
《当兵二三事》
《坦克兵的
了几百遍了”
“翻来覆去讲的 “山楂树之恋”
》等故事写得
就是那点破事”……这些话 真实又生动。
语是不是听着很耳熟？当你
近 10 年来，燕颖慧每周
想对家人、晚辈讲讲当年往 末都会坚持更新博客，如今
事或过往辉煌时，是不是常 已累计发文 491 篇，总浏览
被冷漠打断？
量超过 29 万人次，并收获了
“很多故事都烂在肚子 不少忠实粉丝。
“回忆真是件
里，没人愿意听。”广东深圳 美妙的事！”
“ 原来坦克是这
67 岁的吴金政说出了很多同 么开的！”
不少 80 后、90 后粉
龄人的心声。喜欢诉说、怀 丝在文章下留言。除了发表
旧是很多老年人的本能和精 博文，燕颖慧还组织战友们
神需求，他们的故事要怎么 出版了一本画册。有战友的
说出口，
还能说给谁听？
子女在收到画报后回复：
“看
了内容后非常感动。
”
更博出画册，
描绘精彩当年
公园设讲坛，
几百人听故事
有些故事，要讲给懂你
的人听，北京 64 岁的燕颖慧
辽宁沈阳 62 岁的李春
是这样认为的。
文不愁没人听他讲故事。李
燕颖慧当过兵，他的青 春文的人生经历很丰富，一
春岁月和苦日子，晚辈们无 路打拼，几年前从某集团干
法体会。2009 年，燕颖慧开 部岗位上退休。
了博客，取名“大漠风沙”，专
8 年前，
他在公园散步时
门开设了回忆军旅生涯的栏 发现，很多老人喜欢围在一

起发牢骚，他上前理论，结果
完胜对方。从那后，他每天
都去公园阐述自己的见闻，
讲述自己的经历，劝大家放
下负面情绪。李春文从小就
爱看历史方面的书，还喜欢
唐诗宋词。讲故事时，这些
东西都能用上。为了让大家
更能听得进去，李春文会关
注新闻，每天看书 3 小时，做
好笔记再去讲。刚开始，听
众只有二三十人，如今听众
已达到了 300 多人。
为了让大家也有平台讲
故事，他建了微信群叫“正义
论坛”，每天早晚各发起一个
小时的讨论，让大家说说当
年经历，
讨论当下热点。

家人间互寄的书信和明信片
保存下来，并配以文字将家
庭 50 多年的变化，都记录下
来，并专门置办了展示柜。
每逢家庭聚会，更新展出的
物件和藏品都能引起晚辈的
注意，王巨榛便趁机讲述背
后故事。这些“家档”还是亲
人共同经历的“凭证”，王巨
榛的大姐多年前不幸生病，
他便连夜从保存的日记中取
材，寄给大姐 100 多张鼓励
明信片。看到这些物件，亲
人们的记忆一下被拉回那个
时候。
浙江嘉兴 71 岁的曹玉
霞则通过《家报》讲故事。报
纸以“一老一小”为主，老人
回忆往事、写写祖孙趣事，孙
办报记
“家档”
，
传承家族记忆
辈写写学习趣闻，
“报纸还专
讲故事没人听，
江苏无锡 门开设了‘给长辈的话’栏
75岁的王巨榛想到，
以
“家档” 目，吸引代际互动”。这份报
纸现在成了 4 个小家庭最关
的形式把老辈故事传下去。
从年轻时开始，他便把 心的事情。
（本报记者陈坤）

那些年，
国家领导人追过的足球

16·秘闻

领取养老金不用再
“自证活着”
本报讯 人力资源和社 金。这样做的初衷是防止有
会保障部日前宣布，全面取 老人身故后，家人仍以老人
消领取社会保险待遇资格集 名义冒领养老金。但这样的
中认证。这意味着，退休人 “认证”给行动不便者、异地
员终于不用每年到社保部门 居住者带来了很多不便，近
报到
“自证活着”
了。
年来屡受诟病。
过去，退休人员每年要
全面取消集中认证，并
到社保部门去“认证”，且每 不是不要认证了。人社部相
次“认证”的有效期限为十二 关负责人指出，将充分运用
个月，如第十三个月开始没 全民参保登记库、持卡人员
有“认证”，就自动停发养老 数据库、就医结算数据库等

咔嚓一下

数据资源，分析判断参保人
的领取待遇资格。同时积极
与公安、民政、卫生健康等部
门开展业务协作，实现与人
口管理、殡葬、就医等方面的
数据比对，还要与乘坐飞机、
高铁等实名验证场景进行信
息共享，通过大数据分析和
应用来核实资格。
人社部还表示，
对行动不
便者要提供上门服务，
对异地

居住的人员，
各地要通过远程
认证等渠道，
使老人就地就近
完成认证。对在国外（境外）
居住人员，
将尽快改为通过互
联网进行视频认证。
对于取消集中认证可能
增加冒领风险的情况，人社
部表示，将完善管理措施，如
制定《社会保险经办管理服
务条例》，加大对冒领行为的
打击力度等。
（文/代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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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共青团团歌
花了一个月
体育总局改规则
参加拔河不超55岁
本报讯 江苏连云港开发
区法院日前审结了一起老人拔
河受伤案件，事后该院向国家
体育总局发出《关于对拔河运
动参赛人员年龄上限作出适当
限制的司法建议》。近日国家
体育总局回函称，拔河比赛规
则中将增设年龄上限 55 岁的
条款。
（文/王晓宇）

发现视力变差
及时用上拐杖
本报讯 不少老人觉得用
拐杖很丢人，非要等到腿脚不
便时才用拐杖。其实，当发现
有视力下降、骨质疏松和平衡
能 力 差 时 ，就 应 及 时 用 上 拐
杖，避开出行途中的障碍物及
危险，
防止摔倒。
（文/陈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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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博母女同校同日毕业

本报常年法律顾问
金州律师事务所 刘岳 冯观

学校生活让母女俩更亲了。
她们一同住宿舍，一起上自选课，
上课一起讨论。萨翠华说，住宿
舍时女儿会提醒重要事情，怕她
忘 记 ，她 则 细 心 照 顾 女 儿 的 饮
食。学习压力大偶尔会诱发萨翠
华哮喘，这时女儿冯芊玉就“像妈
妈一样”，禁止她吃生果或寒凉食
物。学习的最大问题是女儿听不
懂中文，
萨翠华就充当翻译。
如今，
萨翠华又有新梦想，
“等
我想好下一个研究项目就会报读
博士”
。
（文/杨逸男 图/萨翠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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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岁萨翠华和女儿冯芊玉的
共 同 点 又 多 了 一 个 ：医 学 研 究
生。日前她们在广州中医药大学
同天毕业。
这是一对澳大利亚华人母
女，她们平时经常“黏在一起”，
两人生日只差一星期，总能找到
相近的话题。冯芊玉把和妈妈的
关系称为“灵魂伴侣”。2015 年，
萨翠华在澳大利亚中医学院本科
毕业。后来，母女俩来到广州中
医药大学学习，母亲读硕士，女
儿读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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