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月 11 日，在君
台路人行道上，环卫
工人顶着烈日认认真
真冲洗路面，不放过
任何一个卫生死角，
确保路面时刻保持干
净整洁。
本报记者 崔 坤 摄

6月 12日，环卫
工人使用吸污车在日
月湖景区进行吸污作
业。夏季雨水较多，
街道易出现下水井喷
涌、污水较多的情
况，环卫部门及时使
用吸污车辆深入大街
小巷抽吸污水，为市
民打造一个干净卫生
的城市环境。
本报记者 崔 坤 摄

社会评论社会评论

社会广角社会广角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我家好家风

1985年，22岁的任玉良与同年同月同日生的民权
县庄子镇李楼村的李正灵结为夫妻，当了一名上门女
婿。那时候，这种所谓“倒插门”的女婿不仅在整个
家族常常遭人非议，还遭受着全村人的白眼。“我和爱
人是自由恋爱，我兄弟四人，她姐妹三人，妻子非常
希望我能到她家去，也是冥冥中的缘分吧，我顶着压
力做了上门女婿。”任玉良说。

“上门女婿行不行？不就是为了贪图老人家的遗
产？”从恋爱到结婚，这种议论声就不绝于耳。任玉良
暗暗发誓要推翻这些人对上门女婿的看法，并向岳父
保证：“我坚决不会让您老人受一点罪，一定给您争口
气。”

婚前，岳父家家徒四壁，就有两间土坯瓦房；婚
后，小两口的日子也是捉襟见肘，平时给邻居们添箱
给礼都是问题。怎么样才能改善家庭的生活环境？怎
么样扭转乡邻对自己的看法？婚后不久，在堂兄弟的鼓
励下，任玉良毅然决然自费到开封学医，凭着顽强的决
心和毅力投师到开封友谊皮肤病医院的一位名医门下。

学医归来后，任玉良被镇卫生院聘用，凭借着一
腔的热忱和高超的医术，很快他就赢得了周边乡镇百
姓的信赖和认可，家庭经济环境也逐渐有了好转。

2000年，身患半身不遂的岳父已年近八十，老人
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能到北京看一看天安门，瞻仰
一下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遗容。老人说出这个想法的时
候，任玉良正患有糜烂性肠胃炎，时常疼痛难忍。但
是为了不让老人留有遗憾，任玉良毅然决然独自一人

带老人到北京游玩了九天。他带着衣物，拿着药品，
背着老人，艰辛程度可想而知，但在任玉良心中，这
也是和老人在一起最快乐的时光。两人看了升旗仪
式，登上了天安门城楼，瞻仰了毛主席纪念堂，还去
了长城、颐和园、中国军事博物馆等，他还为老人亲
手拍下了100多张照片作为留念。“看升旗的时候，我
刚开始背着老爷子站在后面，不知道什么时候人们发
现了我们，给我们鼓掌，为我们让路，让我们一直走
到了第一排观看。”说到此的时候，任玉良眼中泛起了
泪光。

从北京回来后，上门女婿带着偏瘫的岳父到北京
旅游圆梦这件事在当地被传为佳话，省市县媒体还对
他进行了采访报道。自此以后，村民们看待上门女婿
任玉良的“有色眼镜”没有了，取而代之地是无论族
人还是村里人有啥事都爱与他商量。

任玉良的孝道还不止于此。岳父临终前的八年，
都是任玉良陪伴度过的。“镇卫生院离家很近，上班的
时候，我就把老人带在身边，主要是老人家在我身边
我放心，发现不适也能随时治疗。再一点，就是能够
给妻子足够时间操持家务干农活。”任玉良说。除了把
老人带到医院里时时看护，平日里他还与老人同吃同
住，日夜守护，为老人擦屎端尿，端汤喂药，按摩擦
身，换洗衣物。他的言传身教也让孩子深受教育，
有一次，正当他为老人擦洗身体的时候，当时八九
岁的小儿子任豪突然说：“爸爸，等你老了，我也这样
照顾你。”

老人去世后，热心文艺事业的任玉良又找到了一
块发挥光和热的地方。2014年，任玉良夫妇自掏腰包
四万元创办了“庄子镇新时代草根文艺宣传队”，为村
民免费演出。他们和志愿者队员们一起自编自导了
《退彩礼》《好媳妇》《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扫黑除
恶出重拳 打造平安新民权》等剧目，并免费演出数百
场次。“我的事业、我的爱好都离不开我爱人的支持，
她是家中最默默无闻奉献的人。”对于妻子，任玉良深
表感激，他说自己不会开车，都是妻子开车接送外地
演员，有时候到凌晨一两点；自己看病忙，都是妻子
帮助整理演员服装、打理舞台道具……

家中儿女已经长大成人，孩子们听话懂事，任玉
良觉得很满足。如今，小儿子也有了自己儿子，任玉
良更是欣喜万分，前几天在给孙子做满月酒的时候，
任玉良又把自己曾经给儿女千叮万嘱地那句话留给了
襁褓之中的孙子：“不孝敬父母的朋友不可交，不善待
老人的朋友不可处。”

上门女婿的“孝道经”
——记民权县庄子镇李楼村乡村医生任玉良家庭

本报记者 王正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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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侄媳妇，她像亲生女儿一样照料年近九旬、精
神失常的婆家大伯三十二年，在睢县涧岗乡被传为佳
话，赢得了广大群众的一致称赞。她就是睢县涧岗乡黄
大庄村首届孝老爱亲模范、2019年第一季度“商丘好
人”楚献丽。

楚献丽的婆家大伯黄正法由于种种原因，从年轻时
就患上了自闭症，从不和任何人说话，过着漂泊的生
活。1987年，楚献丽嫁到睢县涧岗乡黄大庄村，她知道
大伯的情况后，主动提出了赡养大伯的想法。从做新媳
妇的那一天起，她就开始给老人送饭。起初，老人根本
不给她面见，就连送去的饭也不急着去吃，而是等到天
黑以后，从桥洞里钻出来偷偷吃掉。这样过了几个月，
只要见到楚献丽到来，黄正法便会远远地望一望，主动
接受饭菜。后来，楚献丽在自家院子里建了一间房屋，
把大伯安顿了下来。

由于长期处于自闭状态，老人对自己的生活总是弄
得混乱不堪，不到一天，收拾整洁的屋子和床铺都会被
他弄得乱七八糟，满是异味。而楚献丽从来没有半点急
躁情绪，每天她都把整个屋子重新收拾好，安顿好老人
平安睡下才放心离开。就这样，她三十二年如一日，倾
其所有、尽其所能，用真情和真爱温暖着这位饱经风霜
的孤苦老人。

炎热的夏天，楚献
丽为老人擦身子、理头
发、赶蚊虫；寒冷的冬
天，她为老人缝棉衣、
晒棉被、生炉火。邻居
们经常感叹说，黄正法
有这样的侄媳妇，真是
他的福气。

好侄媳楚献丽照顾九旬大伯三十二年
□ 马振辉

本报讯（记者 白鹏 实习生 李梦园）有免
费的早餐吗？盛夏来临，在商丘师范学院就有免
费的早餐，特别助力该校大学生晨跑活动。近
日，该校“你晨跑，我送餐”活动迎来了第9年
开跑，只要学生晨跑，就可以免费领取品种丰富
的早餐。

据了解，“你晨跑，我送餐”活动由商丘师
院学生社团大学生通讯社携手爱心商家举办，通
过免费为晨跑大学生提供一份早餐的形式，鼓励
学生坚持晨跑。该活动主要在夏季和冬季进行，
自 2010年启动以来，已经历时 9年，组织活动
50多次，参与晨跑学生 5700多人次，先后有 30
多个爱心商家参与提供福利早餐。

“晨跑活动既锻炼了身体，我们还能领取免
费早餐，这对于我身边有懒床毛病的同学真是一
剂良药。开跑第一天，我就把被窝里的室友拉了
起来，一起加入了晨跑，大家都很高兴。”参与
晨跑的该校学生董晓伟说。

据了解，该活动社会影响广泛。2015 年 5
月 25日，《中国体育报》在第一版《谈全民健
身——送完“早餐”怎么办》中评论道：“河南
商丘师范学院大学生通讯社在校园内举行‘你晨
跑 我送早餐’活动已举办 5年，惠及全校 3000
余人次。高校想方设法激发在校生运动热情的做
法无疑值得肯定……”该活动还先后受到《中国
青年报》《中国教育报》《河南日报》等多家媒
体的关注和报道，不仅已成为该社团的经典活
动之一，也是该校校园行为文化的重要品牌之
一。

早起晨跑能领免费早餐

一本日历印出了 60万册，一双小白鞋“踏上”国际
时装周，一支圆珠笔成为“国风”的代言……从故宫文创
的火爆到传统品牌的“换新”，国货正以全新的姿态和人
们重新相遇。2019年全国“双创周”即将启动，消费市
场上“国潮”涌动，背后的逻辑值得思考。

国货的火爆不是“误打误撞”的巧合，并非某个品牌
的个别行为。当前，买国货、用国货、晒国货，风行于很
多年轻人的日常生活。去年，阿里巴巴平台上国货品牌线
上占比高达 71%，“双 11”当天，天猫 237个成交额破亿
元品牌中，国货品牌占比过半。

国货之所以能够成为“国潮”，贵在创新，而创新之
要则在于号准了消费者的情感脉搏。

日子越过越好，人们对日常消费品的需求悄然发生变
化。过去主要是追求满足使用价值，现在则需要品质更
高、种类更多样、体验更美好，拥有更多的文化内涵和情
感共鸣等，从单纯追求“好用”到“好用、好玩、好贴
心”。

智能科技为国货开拓全新空间、文创融合给国货赋予
“情感表达”、模式创新改变了国货的“玩法”……瞄准市
场需求，围绕消费升级、产业升级、服务升级，改变供给
质量和方式，传统的国货也能玩出新花样，成为创新的主
要阵地。

国货的“复兴”，有来自理念的更迭、有聚焦供给的
创新、更有根植文化的自信。它充分体现了传统行业因时
而变，因变而兴所取得的成效。

国货的变迁就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缩影。紧扣消
费脉搏，从市场中获得灵感，汲取力量，主动出击，勇于
变革，用新理念改变传统行业，用新技术提高品质和效
率，用新模式开拓新空间，即便是传统的制造领域，也能
焕发巨大的活力，得到市场的热烈回应。

可以预见，随着创新氛围的浓郁、创新意识的加强、
创新成果的涌现，越来越多传统行业焕发新颜，中国经济
将迎来更大的发展机遇。

创新号准了情感的脉
□ 张辛欣

关键词：【民警的一纸证明】

事件回放：6月11日，一张落款山东广饶县稻庄派
出所的《证明》在网络流传，值班民警称，证明属实。
《证明》显示，因包装开裂少一个芒果，48岁圆通女快
递员聂桂英赔偿一整箱后依然遭到恶意投诉，被扣除工
资 2000元。快递员为求谅解直至下跪。投诉者却拨打
110，要求民警将其带离。民警认为快递员不必摒弃尊
严乞求原谅，建议圆通退还快递员被扣除的工资，并将
投诉者加入黑名单。

网友热议：
民警的一纸证明，硬核而有温度，洋溢着正义感。

谋生不易，用双手自食其力、养家糊口，值得敬重。尊
严是昂贵的，可也最容易被践踏。看轻劳动者就是轻贱
自己，刁难劳动者就该受到世道人心的鄙薄。即便不与
人为善，也别作恶，因为你的无礼拉低你的人品。

——人民微评
这位民警非常棒，在具体事件执行中，明辨是非，持

守公义，有理有据，温暖人心。其他三方——快递员、快
递公司、恶意投诉者，都需理解此中深意。

——沐目的花园

关键词：【被假精致掏空的年轻人】

事件回放：赏樱花非日本不“刷”；选服装非“设
计款”不穿……当下一些年轻人超越自身实际，过度追
逐所谓“品质生活”掩盖下的预消费、高消费。“刷
卡，金钱流失的感觉没那么强烈。找角度发个朋友圈，
完全可以抵消花钱的痛感。”有仪式感不是坏事，但为不
切实际的“假精致”，让自己焦头烂额，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热议：
消费是公民的权利，年轻人偶尔超越自身能力高消

费，无需杞忧。然而，活得精致，往往不是体现在消费
高端，而是体现在精神高贵；不是体现在锦衣玉食，而
是体现在心灵丰盈。与其奔波于物质搭配的圈子里，徜
徉于别人的眼光中，不如使人生更有价值。

——人民微评
《一代宗师》里有这样一句话：“人活在世上，有的

人活成了面子，有的人活成了里子。”共勉！
——冷风里

关键词：【高考结束后对母亲下跪】

事件回放：6 月 8 日下午高考最后一场考试结束
后，安徽合肥十中考点大门外，一位身着黄色T恤的高
个小伙径直走向人群。母亲冲着他说了句“结束了”，
小伙回答说“妈，我有话和你讲”。这位母亲还没来得
及反应，儿子突然跪了下去，高声说：“妈，谢谢您，
这些年您辛苦了。”母亲感动得热泪盈眶，直接抱住儿
子流下了幸福的泪！

网友热议：
高考是一场成人礼，曾经稚嫩的青春不再，每个人

都要长大。做为成年人，不仅要对母亲感恩，懂得感
恩，才会有责任感，才会回报社会。学会感恩，才算通
过了人生的考试。

——你好明天
智商重要，情商更重要，懂得感恩的孩子，加油！

——大丽

（上接1版）
“刚刚过去的麦收季节，我们通过益农信息

社群和我们全国全省各地的专业网站，给当地老
百姓调来小麦收割机 20多台，大大地方便了当
地群众的小麦颗粒归仓。”冯淑琪欣慰地说。

经过几年的打拼，吴强夫妇现拥有两座粮
库、一套粮食烘干设备和一台铲车、4架植保飞
机。“这些都是靠党的惠农补贴政策，县农业局
奖励我们一架无人机，我们购置3架无人机，国
家补贴 30多万元，另外我们的烘干机、铲车等
国家都给予了大量的补贴。”吴强说。

自己富不算富，大家富才是真的富。“总书
记要求扶贫路上一个也不能落下。俺两口商量
后，与省内一家面粉加工企业已经达成了合作协
议，免费给老百姓提供小麦良种，老百姓只管浇
水，其他的管理诸如施肥、喷肥、防病治虫等均
有我们田保姆公司去做。这家企业按照市场价回
收小麦，这样农民减少了种地成本，增加了收
入，我们公司通过田间管理也从面粉企业获得一
些利润，一举多得，一举多赢。”“眼下我们已经
签订了 5000 亩的种植合同，涉及我们周边的赵
楼、宁胡同、梁庄、柴油房、烟墩等村，准备今年秋
季付诸实施，老百姓明年麦季就可收益。”谈起今
后的打算，吴强夫妇道出了心中的“小九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