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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镇史话

近日，记者来到吴江黎里至
上海青浦公交专线（7618路）、
吴江黎里至嘉善西塘公交专线
（7619路）公交车的始发站黎里
旅游集散中心，等公交的乘客不

在少数，其中有游客也有市民。
“从3月7日到今天，7618路每
天都有加班车，乘客数量较多，
人气十分火爆。”3月11日，吴
江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一分公司三

车队队长范建德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7618路、7619路公交
车虽然都是新路线，但是很受欢
迎，每天都有很多乘客，仅周末
两天，就有 1956 名乘客乘坐
7618路，391名乘客乘坐7619
路。截至3月10日，两路公交
车共计接待了近5000人次。

在黎里旅游集散中心公交站
台处，市民金女士拿着手机，正
在拍摄站台上的路线图。金女士
是黎里本地人，她准备和女儿一
起搭乘7618路公交车前往东方
绿舟站，再坐地铁到上海市区购
物。“以前都是起个大早到汽车
站坐大巴，价格贵不说，还要早
起，我女儿经常不愿意的。”金
女士告诉记者，现在，到上海

“买买买”的时间更长了，而且
公交直达，比以前坐大巴还要方
便。“我们看了新闻，说是从公
交车上下来，只要一分钟就能走
到地铁站啦，我们今天也想试一
试。”

说话间，7618路公交车到

了发车时间，金女士和女儿一起上
车，公交卡轻轻一刷，页面显示扣
款5元。公交司机张永根告诉记
者，与吴江所有公交车一样，
7618路、7619路公交车都支持手
机扫码支付等功能，乘客可以通过
各主流移动支付方式，扫乘车码便
捷支付。往来三地只需手机扫码，
便能说走就走。

江苏吴江、上海青浦、浙江嘉
善，三地毗邻地缘相近、人缘相
亲、文化相近，同时黎里、朱家
角、西塘等古镇也声名在外。跨省
公交专线的开通既满足了毗邻地区
群众往来出行的需求，也为4A级
景区黎里古镇迎来更多旅客人潮提
供了更为优质的运输保障。

据黎里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李赟介绍，7618 路、
7619路两条公交线路开通后，来
黎里古镇的上海游客较以往更多
了，主要以“60后”和“70后”
为主。“为了方便游客通行，我们
在东入口处铺设了临时辅道。”李
赟说，下一步，黎里将进一步完善

东入口处的基础设施，在人行步
道、沿途工程等方面赶进度，给游
客更好的入镇体验。

记者了解到，7618路沿途停靠
黎里旅游集散中心、黎星、浦北路
口、318芦墟大桥东、318汾湖大
道、（上海金泽）金泽汽车站（仅下
行）、沪青平公路培爱路 （仅上
行）、东方绿舟站，单向运行里程约
35 公里，运行时长约 50 分钟；
7619路沿途停靠黎里旅游集散中
心、施家港南、史北钢材市场、
（嘉善） 汾湖社区、陶庄路口、洪
溪路口、西塘古镇停车场，单向运
行里程约19公里，运行时长约30
分钟。

这两条公交线路无形中将上
海、黎里、西塘的游客串联在了一
起。“虽然公交开行还没有几天，但
我们发现了一个规律，上海的游客
来黎里是不分周末和非周末的，他
们的路线通常是上海至黎里再至西
塘。”范建德说。

图为7619路公交车运行。
（吴斌摄）

黎里至青浦嘉善跨省公交开行

首个周末迎来2000多名乘客
本报记者 史韫倩

本报讯（记者史韫倩）近日，黎里中学与苏
州爱慕内衣有限公司共同建立的德育（亲子）研
学基地揭牌，标志着苏州爱慕与黎里中学共建研
学联盟正式开启了校企合作的新篇章。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苏州爱慕不断完善
“产、学、研”配套设施建设，在积极打造“内
衣文化+游学体验”一站式深度体验的同时，精
心设计推出研学旅游精品线路，致力提升研学游
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目前，企业良好的人文
生态环境、独具特色的内衣文化旅游资源，以及
寓教于乐的德育亲子项目深受社会各界的关注，
也吸引了不少行业机构前来企业实践体验。

截至目前，苏州爱慕与黎里中学以共同关爱
未成年人身心与德善品格为目的，已连续合作开
展了四期研学活动。“苏州爱慕为学生提供了丰
富的校外实践资源，研学课程的开展，不仅让学
生和家长收获了知识和文化，也促进了亲子的交
流与互动。我希望，在学校与企业的共同合作
下，开展更多有意义的德育亲子活动，并获得更
多家长和社会力量的支持与关注。”黎里中学校
长潘卫苹说。

揭牌仪式结束后，黎里中学初一（4）班的
全体学生与家长一起体验了参观、上课、DIY互
动等研学课程。

德育（亲子）研学基地揭牌
黎里中学与苏州爱慕开启校企合作新篇章

本报讯（记者史韫倩）近日，汾
湖高新区（黎里镇）建南村以党建为
引领，举办了儿童零侵害知识科普和

“流浪地球”阅读沙龙的活动，让
“活动”凝聚人心，让“共享”促进
和谐。

在儿童零侵害知识科普活动中，
苏大附一院医生以“儿童自我保护课
程”为主题，从安全接触准则、哪些
行为属于性侵害、如何避免性侵害等
方面着手，用活泼的语言、生动的讲
述，让儿童学会自我保护，帮助孩子

们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
在随后开展的“流浪地球”阅读沙

龙活动中，家长、孩子和志愿者们围坐
在一起，互相分享亲子阅读的方法、如
何养成亲子阅读的习惯和体验亲子阅读
的快乐等。家长们热情交流亲子阅读的
感受和在家中与孩子共同阅读所得的收
获。在分享过程中，家长们相互讨教经
验，完善教育方式。

近年来，建南村建立了妇女儿童之
家作为活动的主阵地，通过开展常态化
活动，丰富了村内妇女儿童的生活。

建南村举办党建主题活动
“活动”凝聚人心 “共享”促进和谐

柳亚子祖上本在浙江
慈溪，和陈布雷同籍，二
人的诗中都说到同籍一
事，所以显得格外亲密，
一见如故。二人的经历也
一样，都是从满清王朝走
过来的读书人，早年接受
严格的私塾教学，为应考
科举做准备。

柳亚子在1902年进县
学成为秀才，陈布雷于
1903年考上了秀才。二人
年纪很轻就取得了功名，
柳亚子16岁，陈布雷更小
一点，只有14岁。柳、陈
二家庆幸祖宗有灵，看来
千里之驹一定能够考举人
中进士，飞黄腾达光耀门
第。然而，历史的车轮滚
滚向前，科举制已经无法
适应世界潮流，两年就寿
终正寝了。由于参加县试
和府试，柳亚子和陈布雷
接触到了外面的世界，开
阔了眼界，结识了一批进
步的知识分子，思想发生
了急剧的变化，认识到中
国改良主义的道路是走不
通的，要救中国必须起来
推翻满清王朝，于是他俩
成了封建的叛逆者，雄心
勃勃地期望为扫平满清政府贡献一份力量，为
国为民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当然，二者的诗也有所不同。柳亚子的五
律写于1911年，当时中华民国即将成立，南社
同仁正慷慨激昂，兴奋之情溢于言表。诗作运
用了东汉窦宪大破外敌，登燕然山勒石纪功的
典故，抒发了柳亚子及陈布雷期望推翻满清的
豪情胜慨。

陈布雷的两首绝句，作于1915年，袁氏当
道，倒行逆施，南社社友一批批惨遭杀害。诗
作运用王粲登楼之典，写出了柳、陈等南社成
员对国事日非的深沉遗憾，百无一用的书生看
来只有归隐一途。

诗为心声，从他们的诗作，我们还是不难
看出，柳亚子和陈布雷旧学的根柢很深，达则
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他们尊奉的信
条。《分湖旧隐图》的丹青也好，诗词也好，都
是书生们世事艰险、报国无门时的产物。

柳亚子和陈布雷相识于1910年，由于两人
思想合拍，所以交往十分频繁。

1910年 3月 11日，《天铎报》 于上海创
刊，该报总编辑先有陈训正后有李怀霜，主笔
戴传贤和陈布雷等，他们都是南社成员，所以
该报问世后就成为南社社友发表作品的重要阵
地，《天铎报》创刊伊始态度就十分激进，富有
鼓动性战斗性。那几年，柳亚子正奔波于上海
和黎里两地，为南社更为国家大事拿起笔杆，
参加笔战，很自然的，就在《天铎报》社内结
识了陈布雷。同年11月，陈布雷加入南社，填
写了入社书，入社号69。从此，陈布雷经常参
加南社种种活动，到1923年10月10日新南社
成立，陈布雷又被众人推举为干事。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
统，柳亚子应邀担任总统府骈文秘书，可是总
统府内弥漫着南北议和的气氛，柳亚子非常反
感，仅仅三天，他就托病辞职，来到上海与陈
布雷一起，担任《天铎报》主笔，撰写社论，
进攻南京政府中的主和派，反对孙中山让位于
袁世凯、优待清室、保存帝号等作法。柳亚子
的社论以青兕为笔名，间日刊出。写到24篇之
后，文字无灵，南北议和已成定局，柳亚子掷
笔于地，恨恨连声。

柳亚子、陈布雷两人不仅仅在思想观点方
面非常一致，而且在生活趣味爱好等方面也有
许多共同语言。比如戏剧，他俩都认为这是感
化人教育人的重要工具，非常重视。当时，沪
杭之间有两位名角，冯春航和陆子美，深为柳
亚子和陈布雷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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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史韫倩） 3月4日下午，黎里小学
少先队的部分队员，在老师的带领下来到黎里古镇
的公交站台，开展“弘扬雷锋精神，争做阳光少
年”校外公益志愿活动。

活动期间，少先队员们用心地清洗公交车站
台，对站牌、立柱、候车座等进行了清扫和擦拭。
见到等候的乘客，少先队员还向他们宣传保护环境
卫生的重要性。队员们热情高涨、积极踊跃的表
现，获得了候车乘客们的好评。

3月5日学雷锋纪念日当天，少先队员们早早地
来到学校门口，将热姜汤送到正在执勤疏导交通的
交警叔叔手里，亲口说上一句“交警叔叔，您辛苦
了”！感谢他们坚守在风雨中为市民疏导交通，保障
道路安全。

此外，学校还组织了向少先队员们收集雷锋小
故事的活动。《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模范班
长》《雷锋背老人过马路》《雷锋修桥》等故事，在少先
队员们的笔尖流淌，在他们的演讲声中飘荡。

黎里小学开展
学雷锋系列活动
用行动点赞雷锋精神

本报讯（记者陈晓思思） 3月
6日，吴江黎里至嘉善西塘公交专
线7619路正式开通，两个水乡古镇
以公交为媒，串联了起来。开通首
日，也促成了两地首批党员志愿者
的首次交流互访和互看互学活动。

中午，3名西塘古镇景区党员志
愿者在组织干事沈瑾的组织和陪同
下，乘坐7619路公交车从西塘古镇
停车场出发，仅用了30多分钟就到
达了“相邻”黎里古镇。同样的水乡
风貌，不同的人文底蕴深深吸引着
几位对古镇景区颇有感情的党员志
愿者。沈瑾介绍，几位党员志愿者都

是在西塘古镇景区党员服务驿站为
游客提供便民服务的，都是热心肠
的退休老党员，他们平时也承担着为
景区的商户做一些党建宣传等工作。

看古镇、访商户、谈共建，4
名西塘古镇景区党员志愿者和黎里
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的几名党员
边走边交流，俨然成了古镇的一道
靓丽的红色风景线 （如图，思思
摄）。简短的交流后，黎里的党员
又与来访的志愿者一同乘坐公交车
前往西塘，学习西塘古镇景区在景
区党建、志愿服务等方面的经验。
黎里的党员们还在行车和访问古镇

的过程中，向嘉善的市民和游客发
放了古镇黎里旅游宣传册和“梨花
应春”党建宣传手册。

黎里旅游公司党员志愿者陆文
斌说：“古镇间公交专线的开通，不仅

缩短了两地的往来时间，也给了我们
更多交流互学的机会。来到西塘，学
习了西塘‘党建+旅游’的先进经
验，为我们黎里古镇在党建引领下发
展古镇旅游提供了许多宝贵经验。”

黎里、西塘两地以此次互访活动
为起点，正在探索“党建+旅游”新模
式，打造景区党建翼联体，并将发动
更多党员参与到联学、联创、联享、联
动等共建共进活动中去。

黎里西塘古镇牵手

打造景区党建翼联体

从黎里古镇游客服务中心往东
走50米，右手边就是张记海棠糕
的所在地。3月12日，记者来到
张记海棠糕店铺前，还没走到跟
前，海棠糕的香气就已经扑面而

来。老板张炳金一边制作海棠糕，
一边和前来购买的顾客拉着家常，
让人霎觉回到了儿时。

排队等候的顾客每个人至少要
购买2个以上，可一锅海棠糕只有

7个。张炳金帮顾客装袋后，赶忙
做起了第二锅。锅内刷油，油锅发
出“嗞嗞”的响声，随后依次放入
面粉、豆沙，翻转模具烤一会儿，
再放入瓜子仁、芝麻、猪油，烤至金
黄后，撒上白砂糖，再烤上1分钟，
糖浆“嗞嗞”冒泡，甜香味儿也随之
传出，整个过程只有5分钟。

拿起一块海棠糕，形状似海棠
花，表面呈酱紫色。咬上一口，香
甜软糯，有儿时的味道。一块小小
的海棠糕不一会儿就下了肚，这样
可口的糕点售价只有2.5元。

别看步骤简单，每一道工序都
有张炳金的心血在里头。“面粉要在

木桶里发酵，像这样的天气，发酵时
间要一天一夜呢。”张炳金一边介
绍，一边打开了店里的一个木桶，
一股酒酿般的香气扑面而来。“豆沙
要熬制5个小时，猪油都是用白砂
糖腌制过的，刚刚抹在锅里的油是
按照比例兑过水的，这样海棠糕更
好脱模……”说起制作海棠糕的诀
窍，张炳金有些滔滔不绝，但他告诉
记者，最重要的还是真材实料。

制作海棠糕的每一种原材料，
张炳金都喜欢亲自准备，为了保持
食材的新鲜，张炳金每天都要忙到
晚上11点才能休息。张记海棠糕
2014年在黎里古镇开业，用心经

营，换来的是源源不断的回头客。
吴女士是黎里本地人，对于张记海
棠糕，吴女士几天不吃就会想念。

“这里的海棠糕料足，一口咬下去特
别满足。”吴女士说。

除了真材实料，张记海棠糕还
有着悠久的历史。“我老婆是北厍
人，海棠糕的配方是她们家祖传
的。”张炳金说，目前店内使用的制
作海棠糕的模具就是祖上传下来
的，年龄比自己还要大一些。“这套
模具是铜的，直径有7.6厘米，和
市面上现有的模具都不一样。”

除了海棠糕外，店内还销售麦
芽塌饼、大肉粽、梅花糕等。

张记海棠糕：真材实料制作儿时味道
本报记者 史韫倩

张炳金制作海棠糕张炳金制作海棠糕。。（（史韫倩史韫倩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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