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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0日清晨，在宁陵县人民广场，七十多岁的孟凡
年老人和往常一样带领几十人练拳舞剑。退休后，他与
太极结下了不解之缘。他说：“我已和太极融为一体，不
吃饭可以，不练拳剑不行！”

孟凡年十年如一日练拳舞剑，风雨无阻。他说：“一
个人认准的事情就要一直做下去，持之以恒，才能有感
觉、有收获、有成效、有体会。如果蜻蜓点水，则一事
无成。”他待人和蔼可亲，在团队里很有威信，成了当之
无愧的领队人。他是热心人，保管音响、给音响充电、维修
音响、录音、买卡等琐碎事情全是他一人承担。

他愿意为大家服务不是因为家里事情不多，其实他
家里还有生病的妻子需要照顾。五年前，他的妻子突然
中风，后引起四肢瘫痪，经过治疗虽有好转，但饮食、
吃药需要服侍，大小便需要照料，就连翻身都要人伺
候。他的孩子们提出轮流照顾母亲，但是他说：“你们都
有事业和家庭，不可放弃，你们的母亲有我来照顾，都
放心吧！”就这样，他既不让孩子轮岗，又不同意雇保
姆，毅然地担起了护理妻子的担子。

从那以后，他每天给妻子做饭、喂饭、喂药、擦
洗、按摩，几个月来，妻子没有出现褥疮、便秘、呕吐
等现象，可是他的头发全白了，眼熬红了，脸消瘦了。
妻子在他的悉心照顾下，病情逐渐好转。一年后，他给
妻子说想抽时间去广场锻炼，妻子点点头，他高兴地
说：“我只有练好身体，才能有力气照顾你。”就这样，
他开始每天清晨五点起床，安排好妻子的一切，六点准
时赶到广场练拳舞剑。

孟凡年说：“人生最大的快乐是干你喜爱的事情，沉
浸其中，持之以恒；人生最大的幸福是营造温馨的家庭
港湾，担当责任，夫妻白头偕老。”

练拳舞剑 照顾妻子

孟凡年的退休生活快乐幸福
□ 丁哲明

欢迎登录新浪微博“@商丘日报社会周刊”参与
“社会热点大家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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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邑县骆集乡姜庄村孟大楼自然村有一户普通的
家庭，丈夫孟文建是一位乡村语文教师，妻子李兰勤
务农，他们夫妻恩爱、勤俭持家、德育教子，把三个
子女都培养成了博士，他们就是 2019年度“全国最美
家庭”称号获得者、夏邑县骆集乡孟文建家庭。

“我的儿女都是普普通通孩子，他们靠自己的勤奋
和努力一步步走到今天，他们未来的路还很长，希望
他们一步一个脚印，走得更加坚定、从容。”5月 22
日，孟文建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说。

一个普普通通的乡村家庭培养出三个博士生，在
当地还是非常轰动的。孟文建深有感触地说：“很多人
都说我们夫妻俩培养了三个好孩子，真有本事，我觉
得如果说我们有功劳的话，那最大的功劳就是在孩子
需要我们的时候能够好好陪伴孩子成长。”

孟文建在骆集乡一中从事教育工作 30年，在学校
是爱岗敬业的老师，在家是勤劳慈爱的父亲，平日最
大的爱好就是看书。他深知对孩子的教育应从小抓
起，尤其明白良好的家庭教育对孩子一生的影响，所
以他从小就非常注重培养孩子的生活和学习习惯。他
说：“我和孩子的亲子关系非常好，从小我就陪他们一
起玩，和他们一起看书，给他们讲故事，我们就像朋
友一样相处。”

在“教育无痕”理念引导下，孟文建和孩子们建
立了民主平等的亲子关系，也培养了孩子们良好的
生活学习习惯和修身养性的人格精神，孩子们学业
上也取得骄人的成绩。孟文建的女儿孟李君今年 26
岁，从江西农业大学毕业后考入东华大学读环境工
程专业硕士，现在公派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读环
保材料专业博士。2017 年，孟李君和同学一起研发
一种环境新材料获得国家发明专利。他的双胞胎儿
子今年 24岁，从小勤奋好学，大儿子孟子飞本科就
读于浙江海洋大学，2016年以超过全国研究生录取分
数线 80分的成绩考入哈尔滨工程大学船舶工程专业硕
博连读；小儿子孟子岳本科就读于成都理工大学，品
学兼优，连续两年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2016年以该
校地球化学与环境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被保送到中国科
技大学地球化学专业硕博连读。

一个普通家庭供应一个大学生已经不容易，同时
供应三个大学生更难，在孩子们上本科时，孟文建夫
妇经济上的压力非常大。2006年，经过亲戚介绍，孟
文建夫妇和兄妹三家筹款在新疆阿克苏买了 40 亩枣
园。在阿克苏种植枣园是非常辛苦的事，紫外线强，
天气干旱，浇灌几乎都是靠人力。为了解决家中的经
济难题，孟文建坚守教师岗位，爱人李兰勤往返新疆
种枣，每次看到妻子晒得黝黑的皮肤和消瘦的身体，
孟文建都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孩子们看到爸爸妈妈
的辛苦付出，也格外珍惜学习机会。

“家兴于和、业精于勤；志存高远，知恩图报；积
善之家，必有余庆……”和谐、奋进、拼搏的家庭氛
围和不断传承的家风家训在孩子的心里种下了自强不
息、追求卓越的种子。孟文建的三个孩子为人做事都
非常低调，每次拿到奖状孩子都并不太在意，悄悄放
在抽屉里，对他们来说学到的知识、增长的见识远远
超过获奖本身。孟文建说：“记得有一次小儿子孟子岳
参加一次重要考试，题目比较难，有几道题没有做出
来，一个同学给他传个小纸条，回到家儿子说他根本

没有打开。我开玩笑问他，你怎么不看看？儿子的一
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北大清华难道都是抄出
来的吗？”

在孟文建看来，孩子们身上不服输、喜欢挑战的
精神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上本科期间，大儿子孟子飞
除了完成船舶工程专业的课程，还对软件工程产生了
浓厚的兴趣，多次参加相关的培训和比赛；除此之
外，孟子飞还参加中央电视台举办的《最强大脑》的
选拔，挑战一分钟按花型顺序记下一副扑克的活动。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曾说过，最好的教育就是“润
物细无声”，孟文建也非常认同这样的观点。他常常
说，“没有一个孩子是不想得到周围人的肯定的，特别
是父母的欣赏。我的孩子虽然很平凡，但我相信我的
孩子、欣赏我的孩子，这份理解和支持给了他们无限
的力量。”2018年 10月，优酷网和海尔集团共同打造
的“大咖面对面——守护成长行动计划”节目组专程
来到商丘，对孟文建进行了关于“家庭教育”的主题
专访。

孟文建说，家庭是人生的第一课堂，父母是孩子
最好的榜样。宽松的学习环境才能使孩子爱上学习，
如果你希望孩子放下手机去学习，那么你一定要拿起
一本书找到你自己的学习任务；你希望孩子乐观高
尚，那么你一定要对生活充满激情、毫无畏惧；你希
望孩子乐于探索、富有创造力，那么你一定要勇于挑
战、敢于打破常规……当然，也许我们并不能成为一
个样样精通、事事通达的人，但是我们有这样一个态
度，就已经足够引领孩子去做得更好!

一对父母好榜样 三个儿女皆博士
——记“全国最美家庭”获得者、夏邑骆集一中教师孟文建家庭

本报记者 李岩

幸福的孟文建一家人 （图片由孟文建提供）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我家好家风

5月 22日，施工人员在应天公园栽种景观树木。应天公园南至应天路与紫荆路交叉口，北至宋城路与
紫荆路交叉口，中间部分为古城东关停车场。项目设计分为两部分，北侧设计理念为古城掠影，南侧设计
理念为“一轴四点多区”，建成后将进一步满足市民日益增长的休闲健身需求，激发古城旅游潜力。

本报记者 崔坤 摄

5月22日，园林工人为景观树木喷洒除虫剂。近日
气温升高，园林苗木病虫害进入高发期，为了有效遏制
各种病虫害对苗木的侵害，园林绿化部门及时对城区各
路段绿化带植物进行病虫害防治。 本报记者 崔坤 摄

河南省永城市人民法院定于 2019年 6月 10日 10时
至 2019年 6月 11日 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永
城市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
//sf- item.taobao.com/sf_item/595120062012.htm?spm=
a213w.7398554.paiList.19.1e633662uT5M14，户名：永城
市人民法院)，公开拍卖豫N17498号货车和豫NX922挂
车。详细信息请登录上述网址浏览查询，有意者请按网
站公布要求参加竞买。

联系人：崔法官
联系电话：13513700565

永城市人民法院
2019年5月22日

永城市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根据《国家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P2P网络借贷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
于做好网贷机构分类处置和风险防范工作的意见》（整治
办函〔2018〕175号，以下简称《意见》）和《河南省网络借贷
信息中介机构业务退出指引》（以下简称《指引》）等文件精
神，我辖区河南省个个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该
公司）属于僵尸类机构，按照河南省P2P网络借贷风险应
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要求，已对该公司下发《限期整改
通知书》，要求其按照相关规定办理公司名称变更或注销

公司退出网贷行业，《限期整改通知书》下发后该公司一直
未按要求退出网贷行业，根据《意见》和《指引》等相关文件
精神，经研究，现对该公司采取公示公告措施强制其退出
网贷行业，现予以公示。

公示时间：2019年5月23日至5月29日
监督举报电话：0370—3278279

睢阳区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9年5月23日

关于对河南省个个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采取强制措施退出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行业的公示 河南省永城市人民法院定于 2019 年 6 月 24 日 10 时

至 2019 年 6 月 25 日 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永
城 市 人 民 法 院 淘 宝 网 司 法 拍 卖 网 络 平 台 上（ 网 址 ：
https://sf- item.taobao.com/sf_item/595301711444.htm?spm=
a213w.7398554.paiList.26.64323662h3SbWQ，户名：永城市人民法
院)，公开拍卖永城市东城区欧亚路与雪枫路交叉口金博大西塔
2508号房产。详细信息请登录上述网址浏览查询，有意者请按网
站公布要求参加竞买。

联系人：丁法官
联系电话：13781439333

永城市人民法院
2019年5月22日

永城市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关键词：【王源在公共场所吸烟】

事件回放：5月21日，TFBOYS成员王源被媒体拍
到在北京一餐厅吃饭时吸烟。童星出身的艺人王源是很
多青少年的偶像，王源抽烟，特别是在禁止吸烟的餐厅
抽烟，引发网友激烈讨论。随后王源发布致歉声明，称

“感到十分抱歉和愧疚，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并接受处
罚”，并称“一定会以此为鉴，成为更好的大人”。

网友热议：
有人认为王源已经成年，身为明星压力很大，吸烟

无可厚非，不必上纲上线。抽烟是个人自由，但作为明
星要言行一致，更不能违反法规。涉事饭店也不应该为
明星开绿灯搞特殊化。身为明星，享受追捧的同时也要
做出表率。名气越大，责任越大。

——早安今天
希望王源把这次的错误当作警醒，吸取教训，时刻

提醒自己作为公众人物要起到示范带头作用。
——提顿

关键词：【六年级男生痴迷厨艺】

事件回放：杭州六年级男生小胖痴迷厨艺，3年级
开始每天放学给家人做晚餐，但成绩却连年垫底，数学
甚至考1分，妈妈为此焦虑不安。心理医生建议，不如
因势利导，让孩子做感兴趣的事，以尽可能发挥潜能。

网友热议：
要成为真正的好厨师，可不只是要做菜好吃，大酒

店的行政总厨还要有很强的管理能力，所以读书还是很
重要的。 ——三木

适合孩子的才是真正的教育。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
特点和长处，家长不妨把心态放开，多看到孩子的优
点，因势利导，充分发挥孩子的长处。

——范那佛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