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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我们一起，立足吴
江本土，接收民生资讯、
参加公益活动、聆听百姓
故事。

扫一扫二维码关注“吴报帮帮圈”

自古以来，我国婚姻的缔结就有
在婚姻约定初步达成时，男方向女方
赠送聘金、聘礼的习俗，这种聘金、
聘礼俗称“彩礼”，是中国千年来沿
袭至今的一项婚嫁风俗。按照风俗，
男方要娶女子为妻时，应当向女方家
下聘礼或彩礼，女方收到后嫁给男
方。假如女方收到彩礼后，不愿意嫁
给男方，那彩礼需要归还吗？

《家事纠纷案例口袋书》公益宣
讲团成员、江苏剑桥人律师事务所律
师李美举了一个发生在吴江的案例。
赵刚与陈小芳经朋友介绍相识，短暂
交往后就订婚了。订婚时，赵刚给陈
小芳2万元见面礼，并按当地习俗举
行了结婚仪式。婚礼当天，赵刚按照
当地婚俗给陈小芳8万元礼金及黄金
首饰。婚礼过后，赵刚提出领取结婚

证，陈小芳以两人交往时间过短还需了
解为由，一直拖延，双方为此产生了纠
纷，赵刚将陈小芳诉至法院，要求她返
还彩礼合计10万元及黄金首饰等。

庭审中，陈小芳承认收到赵刚订婚
时的2万元见面礼，但否认收到8万元
礼金及黄金首饰。法院经审理查明：虽
然陈小芳否认收到8万元礼金及黄金首
饰，但赵刚能提供给付礼金时从银行提
现8万元的凭证，以及购买黄金首饰的
发票，且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也能相互
印证，足以证实赵刚确实给过陈小芳8
万元礼金及黄金首饰。赵刚与陈小芳未
办理结婚登记，赵刚可以要求陈小芳返
还因习俗给付的彩礼。

此外，法院认为，双方虽然未办理
结婚登记，但已经按照当地习俗举办婚
礼，且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根据公平原
则及遵循当地风俗习惯的原则，结合陈
小芳辩称部分彩礼已经用于共同生活支
出的合理性和可能性，因此在判决返还
彩礼的数额时适当扣除了部分款项，法
院最终判决陈小芳返还赵刚彩礼8万元
及黄金首饰，驳回赵刚的其他诉讼请求。

李美解释，案例中，赵刚因结婚而
根据当地习俗给陈小芳相应彩礼，最终
两人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符合《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
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
规定的“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
因此赵刚有权要求陈小芳返还根据习俗
给付的彩礼。一般来说，登记结婚或者没

有登记结婚，共同生活一段时间，法院便
会根据共同生活时间长短、有无生育孩
子、财产使用情况、双方经济状况等因素
来酌情考虑彩礼的使用和返还情况。

李美认为，男方给付的彩礼一般不
主张返还，但是如果存在《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
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的三种
情形的，可以主张返还。这三种情况分
别是：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双

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
的；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
的。需要注意的是，适用第二、三项规
定的，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

“男女双方在决定结婚前应当充分
了解对方，以免给双方带来不必要的麻
烦。在根据习俗给付彩礼或者较贵重的
礼物时，最好保留相关凭证。”李美建
议。

（文中案件当事人均系化名）

收了彩礼不结婚
彩礼女方要归还吗？

结婚是大事，不能当儿戏
本报记者 颜贝贝

你离开我已经快五年了，一千七百多个日日
夜夜！妈，你在天堂还好么？今夜的雨淅淅沥沥，一
如你走的那天，敲击着键盘，双眼早已看不清屏幕
上的字，妈，清明快到了，我又想你了！

22岁，你走进了这个家，这个上有80岁的
老奶奶，下有不满10岁的小叔子的大家庭，勤
劳能干的你除了每天去大队的粮食加工厂工作，
回家还要伺候老人，承担家务。奶奶高兴得逢人
就夸找到个好儿媳。然而命运并没有垂青你，我
7岁那年，才50岁的奶奶高血压引起脑中风，花
光了全家所有的积蓄，从此半身不遂，失去了劳
动力！

服侍婆婆的重担一下子都压在你身上，洗
衣、擦身、倒马桶……你甚至经常半夜起来，为
奶奶翻身！你任劳任怨，经常笑称自己似乎有了
三个孩子。奶奶卧床的几年里，床铺总是收拾得
干干净净。终于奶奶能拄着拐杖下床了，而我和
妹妹在你的言传身教下，也能帮着照顾了，才稍
稍松了口气。你照顾奶奶13年直至她去世，从
来没有对她发过一次火！13年如一日，你比奶
奶的亲生女儿还要亲！妈，你的勤劳、坚韧、孝
顺，女儿都看在眼里，我怎么能不想你呢？

在我11岁那年，已经成年的叔叔要自立门
户，你二话没说，把家里新盖的四间瓦房给了
他。还说，这样他能讨到更好的老婆！而我们选
择了破旧的祖传老屋，家里像样的家具都被爷爷
搬给了叔叔，留下瘫痪的奶奶随我们一起生活！
记得有一年冬天，呼啸的北风夹杂着雪花经常钻
进瓦缝，飘进我们的房间，你总是说，我们会盖起
新房子的！由于你的勤俭持家，省吃俭用，我家也
盖起了新瓦房，上世纪90年代初，我们终于也住
进了楼房。你总是对我们姐妹俩说，用自己双手创
造出来的东西才是最值钱的！

在我的记忆中，你总是那么忙忙碌碌，走路
带风，似乎有使不完的劲。对待我们姐妹，你是
宠爱有加，烧饭做菜、插秧种田，你都不让我们
插手。在我产假过后，你把照顾孙女的任务都独

揽了，还坚持让还在哺乳期的孙女跟你一起睡，半
夜要喝奶了，你抱到我房间，喝完再抱回自己的房
间。寒冬腊月，你照例这样做，为的就是我能睡个
囫囵觉，好有精力白天认真工作！那时的我是那么
的不懂事，恣意地享受着你给的幸福。当妈的我反
而不洗一片尿布，不洗一件衣服！你把所有的爱都
给了我和孙女！妈，此时的我是多么多么地想你，
想你每天早晨喊我起床，想你给我做的早饭，想你
给我炒的菜，想你裹的蜜枣粽，想你为我们包的饺
子……

你不仅是我家的主心骨，更是亲戚邻居的热心
大嫂！表弟表妹出生，你都会去医院或家里照顾，
舅妈患上妊娠高血压，英表妹出生时，是你晚上抱
着她，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硬是用自己的体温把她
焐暖！兰表妹出生不久患上营养不良症，是你抱着她
走了十几里路，为她找土郎中治病！逢年过节，红白喜
事的繁文缛节你都懂，亲戚朋友、左邻右舍都会向你
请教，你总是事无巨细，交代得清清楚楚。妈，最近园
堂妹结婚了，她妈一直唠叨着：“如果你妈在，就会指
点我了，也就不会出那么多差错了。”妈，你不在的
日子里，我们很寂寞，你听到我们的呼唤了吗？

妈，你总是想着家人、亲戚、邻居，唯独没有
想过自己，你总是说，力气用完了还会来的。但你
已经忘记自己是个血吸虫肝患者，由于你的劳累，
年龄的增大，病患提前降临了。肝硬化、肝腹水直
至引起胃底静脉曲张，本来可以安享晚年生活的你
却只能吃半流质的食物，不得不一次次走进医院！
妈，在你住进ICU病房的半个月里，我整日心如刀
绞，以泪洗面，我真的非常非常自责和后悔，我后
悔自己的不懂事，不为你分担更多的家务，最让我
痛心的是，为了让固执的你接受我的建议，有时竟
会语气粗暴、发火，而全然不顾你的感受！妈， 你
听到我的忏悔了吗？

雨还在细细碎碎地下着，妈，今夜特别特别想
你，可否来到梦中与我相拥，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
跟你聊天了……

你的女儿：尹芹华

妈，我想你了

这段时间，阳光时不时
“上岗”，气温也回升了，春
天的气息弥漫开来，又到
了品尝舌尖上春天味道
的时候。

记者来到体育路农
贸市场，看到一楼的
蔬菜摊位上绿意浓浓，
香青菜、菜心、马兰头、
荠菜、韭菜、豌豆苗等蔬
菜引来很多“马大嫂”的
问价和挑选。

“本地韭菜刚上市，你看
多水灵，买的人也多，价格6块
钱一斤。”蔬菜摊主蒋阿姨介
绍，目前本地和外地的马兰头、
荠菜都上市了，价格偏贵，每斤8
元左右。此外，今年雨水多，香青
菜的上市时间拉长，现在还有卖，
等太阳出来了，气温再高些，香
青菜也会长出菜心，就没法卖
了，喜欢吃的市民要抓紧了。

说起春天的味道，不少“马
大嫂”的目光停留在了春笋上。

“现在的春笋又脆又嫩，正是吃
的好时候。我买了排骨，家里挂
着咸肉，买几个小竹笋回去，做
腌笃鲜，用小火焖一焖，味道不
要太鲜哦！”市民秦阿姨乐呵呵
地说。目前，个头大的春笋9元
一斤，小竹笋18块钱一斤，“大
的买回去烧肉，小的切片清炒，
各有各的吃法，都卖得挺好。”
蔬菜摊主顾师傅说。

在一旁的水产摊位上，最受
欢迎的要数菜花塘鳢鱼了（如图
蔡铭越摄）。“塘鳢鱼到清明后就
没得吃了，我买几条回去尝尝鲜。
老人喜欢炒雪菜，又鲜又清爽，我
买两条个头大的；我家孙子喜欢

吃塘鳢鱼炖蛋，买个头小的就
好，味道一样鲜。”家庭主妇倪
菊芳一边称鱼，一边念叨着。

春天塘鳢鱼最是肥美，田里
油菜花盛开，一片金黄，苏州人称
其为“菜花塘鳢鱼”。水产摊主唐
阿姨捞起一条塘鳢鱼介绍说：“都
是本地野生的，肉质细嫩，红烧、
清炖都好吃。价格当然也不便宜，
大的要卖到110~120元一斤，小
的也要85元一斤，不过喜欢吃的
人是舍得买的。”

比起价格有点贵的塘鳢鱼，
另外一个受欢迎的春天美食——
螺蛳，就显得平价了。正所谓“明
前螺，赛肥鹅”，很多路过水产摊
的“马大嫂”都会买上一些。“螺蛳
都是摊位上处理好的，手工剪的
10块钱一斤，机器剪的6~8块钱
一斤，荤菜里不算贵，做起来也简
单，加点葱、姜、料酒和豆瓣酱在
锅里炒一炒就能吃了，我最拿手
的是酱炒螺蛳，这个季节的螺蛳
肉质鲜嫩，很有吃头。”市民周
建辉笑着说。

雨水再多也挡不住春天的脚步

走，去菜场拎一篮子“春天”
本报记者 蔡铭越

一 周 厨 房

我：你今天的作业写完了，
我要去干活了，明天是植树节，
我要去种树了。

妞：我也要去种树，我要种
一棵妈妈树。

我：然后呢？再结出很多个
妈妈来吗？

妞：是啊是啊！一个去出
差，一个去加班，一个陪我写作
业，还有一个能送我上学唉！

我：……
——微信昵称：小熊

打包了小龙虾回家给儿子
吃，我负责剥，他负责吃。我剥
得太快他来不及吃，刚好他又口
渴要喝水，就更加来不及吃了。
他急急忙忙地一边吃一边说：

“早知道我就长两个嘴巴了，一
个嘴巴吃龙虾，一个嘴巴喝水。”

吃完龙虾他又要吃别的零
食，我不给他吃，我说你就一个
小肚子吃不下了。他回了我一
句：“早知道我就长好多个肚子
了。”好后悔的样子。

——微信昵称：嘀嗒嘀

弟弟爱吃零食不爱吃饭，我
狠狠地批评了他，他躲在一边生
闷气。最后，实在憋不住，过来
对我讲：“妈妈，我刚才很生你
的气，不想原谅你了。如果你承
认你是坏妈妈，我就原谅你，你

选择吧！”
我说：“宝宝，妈妈逻辑能

力不好，你不要骗我。”他小脸
一摆，严肃地说：“你还想不想
让我原谅你了，那你赶紧说你是
坏妈妈啊，我都快等不及了！”

——微信昵称：张惠

吃饭时间，玻璃门没关有点
冷。

妈妈：有点冷，你去关下玻
璃门吧！

希希：我不关！
妈妈：为什么不关？
希希：又不是我的家！
妈妈：那是谁的家啊？
希希：你跟爸爸的家啊，我

从你肚子里出来的，又不是我自
己的家。

妈妈：那你的家在哪里啊？
希希：我的家还没买呢！

——微信昵称：媚舞
（杨隽整理）

宝宝天真烂漫，总会时不时
冒出几句“金句”，有时让你忍
俊不禁，有时也让你哭笑不得，
欢迎宝爸宝妈们一起来分享。参
与方式：微信扫描二维码加入

“吴江宝宝 2”群，群内会不定
期发出话题讨论，欢迎参与，入
选有奖。 （注：大群讨论不变）

宝宝的“套路”

——家事纠纷面面观

又到一年清明时节，在这个思念的季节
里，一个特殊的信箱第四度为您开启。

天堂缥缈，生前音容犹在眼前，想写封家
书给天堂的亲人：“你还好吗？很想你……”
一封封家书，写给逝者，也写给自己，写给
后人。愿这一方小小的角落，为大家提供一
个遥寄思念、安放心灵的地方。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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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家书”征集

本报讯 近日，桃源镇社区教育中
心联合桃源镇妇联在该镇成人教育中心
校三楼多媒体教室举办“婴幼儿科学喂
养”公益培训活动，社区的40余名女
性学员参加了为期两天的培训。

培训首日，苏州育婴专家滕忠慧以

“母乳喂养，喂爱坚守”为题，从母乳
喂养的优势、正确方式，乳房的基本知
识及如何对哺乳期乳房问题进行处理等
方面，给参训人员做现场指导，还带来
相关教具供学员操作学习。

第二天， 由高级育婴师、吴江区

第一人民医院幼儿护理专家纪耘讲解了婴
幼儿及宝妈饮食方面的相关知识，对婴幼
儿不同时期的喂养方式、辅食添加等做了
详细的介绍，当看到现场有准妈妈听课
时，还特地介绍了孕期饮食、饮水的注意
点。

据悉，本次培训是桃源镇家庭健康教
育系列活动的首场，接下来该镇社区教育
中心还将举办多种形式的健康教育活动，
包括义诊、讲座等，感兴趣的社区居民可
前往参与。

（陈杰）

桃源开展家庭健康教育系列活动

育龄妈妈学习“育儿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