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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北京骑行之旅
让我们看到了祖国的大好河
山，若要用一个词来形容这次
旅行，那就是‘满足’。”近
日，现年 69岁的骑行爱好者
老陈说起9月份的北京骑行之
旅，还有些意犹未尽。

在我市，老陈还有一帮志
同道合的老伙计，他们平均年
龄近 70 岁，但心态却很年
轻。退休后，一辆自行车，一
部手机导航，一个四五十斤重
的装备包，成了出行的必备
品。他们骑行上过井冈山，环
行过青海湖，还从北京一路骑
回过慈溪，常常一天就要骑行
100多公里……

从青海湖到北京，他
们说这是人生必须要去的
地方

“我们都是逍林夕阳红车
队的，队里人员骑行水平参差
不齐，大多以周边骑行活动为
主，我们五六个人特别喜爱骑
长途，渐渐地就走在了一起。
这不，去年7月环青海湖国际
公路自行车赛举行时，我们就
想去青海湖体验一番。”老陈
一边说，一边向记者介绍起自
己的两位车友，64岁的老胡
和 72岁的老邓。说起去年环

行青海湖的经历，几位老先生
打开了话匣子。

去年 7 月，他们一行 3
人，将自行车发到西宁后骑往
青海湖，“西宁到青海湖的距
离再加上环青海湖的 360 公
里，我们大概骑行了近500公
里，路程不算多，但滋味是酸

甜苦辣都有！”老胡介绍说，
“可以说青海湖是爱好骑行的
人必须要去的地方，而且这里
经常举行国际赛事，风景美，
路况也非常好。”

但考验也随之而来，从平
原地带到海拔 2000多米的高
原，还要不断骑行一路向上，

升到最高海拔 3000多米，高
反和上坡路成了这些老骑士
们的第一道坎。“说实话，我
们三个人面对高反倒还好，关
键是还有上坡路，骑起来费
劲，对耐力也是一个考验。”
骑友老邓告诉记者，除此之
外，环青海湖虽然只用了三天
时间，但三人将日晒雨淋都经
历了个遍。

“先是遇上青海湖夏日的
大太阳，我们把整个头都裹得
严严实实，只露出鼻子用来呼
吸，结果鼻子被晒蜕了一层
皮，回来后过了一星期才
好。”“最后一天又遇上了大
雨，我们把所有的衣服都穿上
了还是冷，身上、车上、行李
上都沾上了泥水，可以说是很
特别的体验了。”老人们说
着，哈哈大笑起来，他们告诉
记者，沿途的美景与体验，以
及到达目的地的喜悦，让他们
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有了去年青海湖的经验，
北京之行变得顺理成章。今年
9月，老陈、老邓还有一位骑
友老徐将车打包托运到北京，
沿着 104 国道骑行回慈溪。

“这趟骑行攻略都是老徐做
的，查地图、找景点、路怎么
走，都得一一计划好。”老陈
说，从北京骑行回慈溪，他们
一共骑行了 1700多公里，平
均每天100多公里，一路上都
很顺利。“一路上都是美景，
以后回忆起来，这样的旅程肯
定特别珍贵。”

累并快乐着，下一站计
划往北骑到漠河

“我们车队还有不少爱好长
途骑行的，车队的队长老周就
是。每次出行，事先要做足准
备，要去哪里、逗留几天、路怎
么走，行头也不能少，雨具、衣
物、修车工具等等，每人驮上四
五十斤，看上去挺吃力。但这么
多年来，每年都有几个队员骑长
途，去了不少国内的知名骑行
地。”老胡告诉记者，多年来，
老人们不时都会相约骑行，距离
也越来越远，骑行除了带给他们
不同的经历以外，经过几年运
动，他们的心态越变越年轻，身
体也越来越好。“别看我们都是
六七十岁的人了，每天百公里还
是很轻松的，不仅挑战自我，也
锻炼了身体。你看我，多年前还
生过大病，现在身体多棒！”

平时在慈溪，这些老年骑士
们并没有闲着，周边的骑行活动
不断，前段时间他们还同车队的
车友们一起去了杭州湾湿地公园
踏秋。

下一步，他们计划往北骑到
漠河去，针对漠河的气候、路况
等不良因素，他们准备先梳理线
路，做些适应性准备。“虽然完
成一场长途骑行很累，但大家的
热情都很高，一路骑行，一路追
梦。只要我们身体还行，骑行就
会继续。”

每日骑行百公里 到过北京青海还要去漠河

花甲老人结伴 单车远征追梦
■全媒体记者 杨昀

近日，慈溪市旗缘阁旗袍协会的学员来到市老人公寓，为老
人们送上精彩的文艺节目，以及美味的水果点心。

■摄影 全媒体记者 戎志虎 通讯员 陈丽娜

敬老爱老

近日，掌起慈北曲艺团在陈家古戏台表演宁波走书《武大郎
招亲》节目，向村民们展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受到了老
年村民的热情捧场观看。

■摄影 全媒体记者 戎志虎 通讯员 厉倩文

感受非遗魅力

12月3日，长河镇“学宪法 爱生活 最美夕阳红”法治游园会在草帽业小学举行。活动现场设置了宪法灯谜、趣投法治沙包、知识问答等互动环节，
丰富了老年人的业余文化生活，营造了良好的法治环境。

■摄影 全媒体记者 王烨江 通讯员 谢燕彬

学宪法 爱生活

本报讯 快退休的王伯
伯最近发现多年近视的他看
近处的物体时怎么也看不
清，需要摘下眼镜眯着眼
看，以为眼睛出了问题，结
果到慈溪明光眼科医院一检
查，眼睛没有其他任何毛
病，只是有些老花了。

近视眼照样会老花

据慈溪明光眼科医院周
惠娣医生介绍，如今，在中
老年办公室一族中，有相当
一部分人的眼睛存在既近视

又老花的问题。“不少人认为
近视眼不会老花，实际上这
种说法是不对的。因为眼近
视的人与其他人一样，随着
年龄增长，眼睛也会发生
一系列衰老退化现象。眼
睛衰老首先是晶状核逐渐
加大并变硬，晶状体的弹
性越来越小。其次是睫状
肌的肌力逐渐变弱，因而
发生在看近处目标时缺乏
必要的调节力，出现读书
写字困难的现象，这就是老
视，俗称老花眼。”

周医师说，眼近视的人
发生老花后的表现与一般正
常视力的人不同，因而所需
要的眼镜度数也不一样。眼

近视的人发生老花后所需要
的眼镜度数，要根据他们原
有的近视度数而定。比如一
位近视 300 度的人，他成年
后，只要他的近视度数不
变，那么他看远处就可以一
直戴着他原来度数的近视
镜，但随着年龄的增加，比
如他到了 50 岁，眼睛发生
了 200 度老花，那么他看近
时就应戴100度的近视镜；而
到 了 70 岁 400 度 老 花 的 时
候，他看近就要戴100度的老
花镜了。

近视又老花怎么办

那发现自己近视又老花

的中老年人该怎么办呢？周
医师这样建议：

每半年到眼科医院验光
试镜一次，如果近视度数
低，看近可以不戴近视眼
镜，也可以选择验配渐进多焦
镜片，近视、老花一副眼镜轻
松搞定。如果是小于150度的近
视，可以参加有针对性的视觉
训练，提高远视力，防控延缓
老花的出现，看远看近都可以
不戴眼镜。

采用老花眼手术矫正。
很多人只知道近视可以通过
手术矫正，却不知老花也可

以通过手术方式进行矫正。
对于近视又老花的人，平时

还应加强身体锻炼，注意营养。
定期到眼科进行检查，排除眼部
疾患，给自己的中老年生活一个
健康、高清的视界。

当你老了，眼睛近视又老花，该怎么办
■记者 毛敏敏
通讯员 王群

本报讯 “谢谢这位好
心囡，给我们老年人带来了
温暖”、“心地真好啊，嫁出
多 年 还 不 忘 村 里 的 老
人”……近日，白沙路街道
墙里村先锋驿站门口一片热
闹景象，许多老人聚集在门
口，手里拿着刚收到的礼物
——电热毯，互相谈论着，脸
上笑逐颜开。

老人们口中所说的这位好
心人名叫龚立萍，原先住在这
个村里，后来嫁到了余姚，现
夫妻俩在慈溪工作。村里的干
部说，经过多年的努力，龚立
萍夫妻俩经济条件慢慢好起来
了，想着为老人们献爱心，这
次总共捐赠了 700 多条电热
毯，村里每位 60岁以上的老

人都能拿到。
现场，老人倪云华说，龚立

萍在事业有成之后，想着老年
人，大家很感谢她。其他老人也
说，这个冬天不会觉得冷了。

感恩，把爱传递；助人，让
爱永行。对于这次冬季送温暖活
动，龚立萍父亲龚忠焕说，这段
时间，女儿觉得天气冷了，而且
自己也有点能力了，就想为村里
做点贡献，就想到了给老人送电热
毯。除了送墙里村的老人外，女儿
女婿两人同时也在余姚搞了这个活
动，希望能为两地村里的老人带去
温暖。

“女儿出嫁多年，以前他
们家庭也比较困难，但夫妻俩
经过奋斗，现在生活条件变得
好了，就想着为村里做点贡
献，他们一直觉得做这事应该
的，而且也是很小的事情。”龚
忠焕如是说。

外嫁女回村敬老
电热毯温暖冬日

■全媒体记者 戎志虎
通讯员 陈媛圆

本报讯 12 月的天气，
已有寒意，但最近几天，团
圈社区慈文化主题公园里非
常热闹，充满着阵阵暖意。
慈溪春蕾越剧团正在为社区
居民带来一场为期三天的戏
曲盛宴，台上演出人员精湛
的表演、华丽的服装道具，
以及时而悠扬婉转、时而高
亢激昂的戏曲声，牢牢地吸
引住了台下观众的眼球，让
不少老年人在家门口享受了
一场戏曲大餐。

三天来，每场观看的老人
就有两三百人，里三层外三层
将戏台围得水泄不通。每天下
午，社区的老人们就早早地来
到了戏台下，抢占好位置，等
待着戏曲开演，有的还从家里
搬来凳子椅子坐，有的还带着
孙辈前来观看。而到了晚上，

老人们在吃好晚饭后，也是一如
既往地捧场戏曲演出。

台上演员表演专业而投入，
台下观众掌声不断笑声不停。90
岁的马阿婆笑着说，她就住在这
个小区里，现在身体还可以，每
场都走过来看，像《送凤冠》、
《五女拜寿》 等越剧节目都爱
看，而且是百看不厌。65岁的
徐大爷说，很感谢政府为他们老
年人送戏进社区，台上表演的都
是家喻户晓的经典节目，老人们
看得很过瘾。

“这场戏曲是街道送下来
的，考虑到下雨天，现场还搭了
一个防雨的棚子，希望居民们
能安心观看。”团圈社区一位工
作人员说，将精彩的戏曲专场
演出送到家门口，对居民来说
是一场精神盛宴，使他们在家
门口就能欣赏传统戏曲，不仅
丰富了社区居民的文化生活，
也满足了大家日益增长的精神
文化生活需求。

社区老人家门口看好戏
■全媒体记者 戎志虎
通讯员 金晓庆

本栏目由 协办慈溪明光眼科医院

太阳的女儿 光明的使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