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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融媒记者蔡铭越）
近日，第三期“妇女与发展”系
列讲座在吴江宾馆举行，各区镇
妇联、各机关妇联代表，区税务
局工作人员，公益律师代表，区
妇女儿童公益联盟代表，微信报
名人员等百余人参加了此次讲
座。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
策学院副教授沈奕斐应邀开展此
次讲座。沈奕斐是社会学博士，
吴江人，此次讲座她以“家庭教
育的误区和出路”为主题，就家

庭教育问题为家乡的妇女朋友们
开良方、授锦囊。讲座中，她提
出了“把生活升华为学术，把学
术翻译为实践”的见解，并和大
家分享了自己的家庭教育故事。
现场氛围热烈，不少与会代表还
做起了笔记。

此次讲座由区妇联、区税务
局联合举办，引导广大家长积极
应对家庭教育领域出现的新情
况、新问题，不断提高家庭教育
水平，进一步推进我区家庭文明
建设。

提高家庭教育水平

吴江举办第三期
“妇女与发展”系列讲座

葫芦兜位于黎里镇北厍集镇
南，是一个形状似葫芦的漾荡，
村名由此而得。沿漾荡的北岸为
民居，向南有一条长约300米不
太宽的河港，恰如葫芦的一根藤
蔓通向分湖。按照葫芦兜村民们
历代传承下来的说法，清朝初
年，安徽潝县张维善携全家定居
于葫芦兜，成为葫芦兜张氏始迁
祖。

张家世代以耕种为业，由于
勤劳家业日渐丰厚。从第五世张
大椿起对后辈进行教育培养，从
第六世开始，张氏一族能人辈
出，并形成了各类人才的群体。
尤其到了近现代，张氏家族有很
多人为追求真理、追求进步而不
惧艰难困苦，甚至牺牲，勇敢地
投身到革命潮流中去。

张农（1877—1927），原名
肇甲，字都金（一作多金），号
鼎斋，张应春的父亲，清末秀
才。张农早年在南京造币厂供

职，由此开阔了社会视野。后
来，他回乡办村塾，为家乡的教
育事业奔前忙后，不辞劳苦。该
村塾是第一批公立小学之一“葫
芦兜初级小学”的前身。对于教
育的热情反映在他写的《自嘲》
中：“家无长物依然乐，座有蒙
童足解愁。世事沧桑多不问，一
窗书味自优游。”

作为一介书生，张农为人正
直，同情食不果腹的农民，嫉恶
为富不仁的豪绅，因而深得村民
们的尊敬。柳亚子称道他：“咸
能周知民困，且多隐德，虽埋头
授业，却心系天下。”

张农参加了柳亚子主持的南
社组织，与社员们一道以文字鼓
吹革命，支持民主革命活动。军
阀混战，国难当头的时刻，他支
持长女张应春参加反帝、反封
建、反内战的革命运动。后张应
春惨遭杀害，他忧伤过度，不久
亦去世。 （综合）

北厍张氏家族①

追求真理 投身革命

每逢佳节被催婚，催完中
秋又国庆。刚刚过去的国庆长
假，一波波“红色炸弹”袭
来，单身男女们有的心痒痒，
也想着能早日找到归宿；有的
则被七大姑八大姨“围攻”催
婚，心有戚戚。记者调查发
现，还有一些单身青年害怕国
庆回家陷入被父母催婚的窘
境，干脆采用逃避战术，远离
父母视线，或者对于父母安排
的相亲直接拒绝。

关于父母的催婚心结和子女被催婚的心理压力，彼此多些沟通和理解或许是化解双方矛盾的良方。

换一个角度来看，催婚也可以是一个父母和子女沟通的好机会，有助于拉近两代人之间的距离。

催婚，请给彼此一点时间
融媒记者 蔡铭越 杨隽

刚刚过去的国庆七天假
期，大吃大喝成为了人们的日
常，“每逢佳节胖三斤”是不
少人的节日“症状”。节日期
间，蔬菜、水产供应充足，价
格稳定，吴江老百姓的“菜篮
子”保障充足。

节后第二天，记者逛了体
育路农贸市场多家摊位后了解
到，今年国庆节期间，蔬菜、
水产的价格相对稳定，没有出
现往年的涨价现象，供应也十
分充足。上市不久的香青菜节
前是8元一斤，节后回落到了
5元一斤。“9月底刚上市的时
候，本地香青菜的价格肯定要
贵一点的，现在量上去了，价

格自然要往下降。”体育路农
贸市场二楼一位摊主说。记者
逛了一圈，发现近期随着天气
逐渐转凉，淡水鱼虾上市数量
有所增加，水产供应充足，价
格稳定。

记者注意到，体育路农贸
市场二楼的鲜猪肉摊位前的人
气明显不如牛肉摊位，一位猪
肉摊主告诉记者，这两天猪肉
的价格又呈现出了上涨的趋
势，不少市民因此更青睐牛
肉。“国庆假期前期，猪肉价
格一直比较稳定，10月 5日
往后就开始上涨了，几乎是一
天一个价，货源少了，价格上涨
也是正常的。”一位猪肉摊主介

绍，涨价导致了市民购买热度降
低，“以前一天能卖出去两头猪，现
在一天大概只能卖出去一头。”

据了解，10月9日当天，五
花肉的价格是35元一斤，大排价
格是35元一斤，小排则卖到了
40元一斤，而一斤黄牛肉牛腩的
价格在40至45元左右，一斤生
羊肉的价格在35元上下。

“我刚才买了一小块猪肉，准
备中午炒肉丝用，竟然花了 23
元，一开始我还以为自己听错
了。”市民胡阿姨说，以前她买肉
丝从来不会超过20元。市民李女
士在隔壁牛肉摊买了一斤牛肉，

“现在猪肉和牛肉价格差不多，还
不如买牛肉来得实惠。”她说。

节后蔬菜、水产供应充足，价格稳定

“二师兄”粉丝转爱“牛魔王”
融媒记者 俞佳佳

本报讯（融媒记者蔡铭越）
近日，吴江公交707路“海棠花
红”流动专线的部分车次上响起
了《我和我的祖国》这一熟悉而
又动人的旋律，给乘客们带来
了惊喜和感动。来自吴江交投
集团和松陵街道办的志愿者
们，用这种特殊的方式为新中
国庆生。

活动现场，不管是怀抱小孩
的阿姨，还是手提肩挑的大爷，
接过志愿者分发的小红旗后，都
不约而同地展露了笑颜。当《我
和我的祖国》旋律响起，乘客们
在志愿者的带领下，跟着节拍挥

动起手中的国旗，并自发跟唱其
中的部分章节，大家沉浸在喜庆
祥和的氛围中（如图，何清摄）。

据悉，公交707路“海棠花
红”流动专线于今年6月底正式
上线，至今已运行了3个多月。
9月初，吴江交投集团与松陵街
道办签署了党建共建协议，赋
予了公交 707 路“海棠花红”
流动专线更多的服务元素和先
锋内涵。下阶段，吴江交投集团
和松陵街道办的志愿者们还将陆
续开展形式多样的志愿服务活
动，让707路的这段旅程更温
暖、更安全。

公交707路“海棠花红”流动专线

唱响《我和我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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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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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一场婚礼，总有那么
一个环节让人感动，受到新人
幸福气息的感染，向往爱情和
婚姻的单身青年们往往会心生
羡慕。

“10月5日我参加了高中
闺蜜的婚礼，做了伴娘，我是
看着她爱情长跑走进婚姻殿堂
的，很羡慕这样的爱情。”今
年26岁的松陵姑娘小晨（化
名）说。

小晨的长辈也借这场婚礼
催促小晨早点谈恋爱，“我爸
妈总是这样，控制欲特强，看
到别人一结婚就催我，看个电
视相亲节目也催，看我宅在家
里又催，感觉他们除了催婚，
没别的事可干了。”小晨无奈
地说，自己是个“慢热”的
人，其实她心里也着急，但总
觉得缘分未到。

谈起爸妈给她安排的相
亲，小晨更是哭笑不得，都说

如果想看自己在家
长和亲戚眼里的形
象，只要看给自己
介绍的相亲对象是
什么样的就行。“我爸妈真的很
过分，只要他们觉得还可以，
不论长相和性格，都拉我去见
面，一副火急火燎的样子。”
小晨说，爸妈甚至担心她有
恋爱障碍，即便相亲时两个
年轻人兴味索然，他们也能
添油加醋说个不停。一旦她忍
不住发脾气，爸妈就会以“我
们都是为了你好”为由跟她讲
道理。

小晨说，为此，她曾多次
趁着和爸妈饭后散步的机会，
和爸妈交流，表达自己的爱情
观。爸妈虽然表示理解，保证
不会再逼她这么紧，但依旧希
望她不要逃避相亲，毕竟也是
接触异性的一个渠道，最终双
方互相妥协了。

羡慕又无奈
“我也想要这样的浪漫婚礼”

最近，在抖音等短视频
APP上，传播着很多开明
妈妈不催婚的视频，视频
里有个妈妈这么说：“我的
女儿，想嫁就嫁，不想嫁
老妈就供她一辈子，与其
嫁给渣男当保姆，还不如
做妈妈的小公主。逼婚很造
孽，孩子嫁错了人比单身可
怕一万倍……”引起不少单
身青年转发，尤其是给各自
的父母。

“我蛮欣赏这类视频
的，我是男孩，但我妈很开
明，或者说，她催婚催得很
有技巧，让我讨厌不起
来。”今年27岁的小麒（化

名）说，父母已经给他在城区
买好了婚房，就差他带个女朋
友回家了。

小麒说，同龄的兄弟们一
个个都结婚了，也都催着他早
点定下来，而他妈妈就像这些
兄弟一样，一直跟他讲婚后
生活多幸福，让他对未来的
婚姻生活充满渴望。“以前
他是个野小子，拼事业的时
候全国各地跑，居无定所，
也不听话，我也不管他。现
在回到吴江把工作定下来
后，好像变得‘妈宝’了，
愿意听我话，也愿意被照顾
了。”小麒的妈妈笑着说，
母子俩沟通，有自己的妙

招，她会经常跟他讲自己以
后会是个好婆婆，把儿媳妇
当女儿养，等着帮忙带孩
子，一家子热热闹闹地出去
旅游……

“我妈也有‘过分’的时
候，情人节跟我秀我爸送给她
的玫瑰花，然后说可以转送
我，让我去送给喜欢的女生，
还教我怎么追女孩子，这就是
变着法催婚啊。”小麒笑着
说，他很享受和妈妈这样的朋
友式的沟通，对于催婚这件
事，他并没有觉得有压力，而
是对未来的家庭生活充满期
待，真心希望自己能够在30
岁前结婚。

从“野小子”变得很听话
“享受我妈的朋友式催婚，对未来家庭有期待”

见打不开母亲的催婚心
结，小芹就向父亲求助，她
告诉父亲，身边同事给她介
绍对象，她也会尝试接触；
自己再攒点钱，付个房子首
付，在吴江定居下来，先把
日子过得安稳了，加上家里

弟弟已经有了二胎，两个老人
抱孙子的愿望也达成了。

小芹说，父亲在电话里一
直沉默，后来叹了口气，说：

“你都32岁了，就怕以后没人
照顾你啊。看你生个病一个人
去医院挂水，我们心疼。”

听完，小芹湿了眼眶，把
母亲放出了“黑名单”，“我被
催婚催怕了，过年不敢回家，
今年中秋也没回去，国庆闹得
不愉快，等下个周末，我回家
陪陪父母，顺顺他们的意，好
让他们放心。”小芹说。

单身青年一过30岁，父
母就变得忧心忡忡，催婚于
是变本加厉。很多父母担心
的不仅是不能含饴弄孙，更
怕子女以后没有知心人相伴照
顾。

小芹 （化 名） 今年 32
岁，谈过一次恋爱，相亲经验
也不多，现在独自一人租住在
吴江。“她是家里的大女儿，
从小懂事独立，毕业后独自一
人从徐州跑到吴江工作，一个
人过了五六年，就是对结婚这
事一点也不热络。”小芹的妈
妈董阿姨今年65岁，她担心
自己年纪渐渐大了，对照顾女

儿日感力不从心，所以经常打
电话甚至直接专程从徐州来吴
江，找小芹做思想工作。

这个国庆节，小芹被母亲
吵得烦了，不仅没有回徐州老
家陪父母，还直接微信拉黑了
母亲。“我妈就是觉得我弟弟都
结婚了，我工作也定了，就差
婚姻大事了，加上亲戚朋友时
不时跟她提我老大不小了，所
以一个劲儿地催。我有自己的
想法，如果遇不到真心过日子
的人，宁可一个人单着，宁缺
毋滥吧。”小芹说，现在离婚率
那么高，按她的脾气，找个人
将就结婚的话，迟早得离。

催婚成心结
“你都32岁了，就怕没人照顾你”

图为一猪肉摊主在招揽生意。 （俞佳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