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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欣的朋友圈

会花钱的女人

我们坚持，
直到春暖花开
扫描二维码，查看更
多姜欣的朋友圈内容。

编者按
微信朋友圈里包
罗万象，已成为我们
很多人了解朋友、了
解社会的重要窗口。
今 天， 我 们 给 您 介
绍一个朋友的“朋友
圈 ” —— 它的 作 者
叫 姜 欣， 是 湖 南 省
妇 联 主 席， 更 是 湖
南许许多多女性的朋
友。 在 她 的 朋 友 圈
文艺抒情的文图中，
您 可 读出一 位 高 知
女性的家国情怀、工
作 热 情以 及 品 质 生
活，更重要的是，您
可从 她 不一 样 的 女
性视角里，感受到不
一样的人生智慧。

湖南省妇联
党组书记、主席

“家长是教育的同盟军，家
长是我们的新同事”
、
“良好的家
校关系，有益于教师教育智慧的
迸发”...... 第三届新家庭教育文
化节上，我和湖南教育出版社社
长黄步高先生共同举起了“湖南
省网上家长学校”的牌匾。
与黄步高社长相识是通过
省教育厅的领导介绍，他们说
黄社长是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
人。第一次见面，他身体不适，
手上还挂着医院留置针，我俩却
聊得很欢，一见如故。
湖南教育出版社，一个效
益不错的国企，2016 年底的时
候取得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的双丰收，正当所有人都在欢呼
胜利时，黄社长却写下了《新春
的惆怅》
，从居安思危的角度提
出要开拓新领域。
于是，连接学校、教师、
学生与家长的新型教育生态圈
“贝壳网”上线，随后又搭建了
“家校共育网”
，聘请了国内顶尖
教育专家朱永新及其团队来共
同完善网上教育体系。运营至今，
注册用户已达 320 万，成为我省
最成功的教育网站。
在此基础上，他们积极创
办了新家庭教育文化节，引起了
不小的轰动。很多家长自掏腰包
前来参加，众多专家学者也带来
了自己的理念和实践分享。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
每个家庭的追求，当这个追求
变得不理性时，就造成了“教育
焦虑”
。其实在我们心中都有一

本极其珍贵的书籍，那就是“妈
妈的心”
，以前这本书写满了“慈
爱、无私、奉献”
，现在书里却
满是“焦虑、虚荣、攀比”
。怎
样成为合格的家长，如何培养
合格的孩子，成为了一门学问。
我在浏阳市杨花村调研时
认识了该村支部书记刘良洪，最
让我吃惊的是，一个农村基层
党支部书记所具有的远见和思
想。他将培养村里孩子的品格、
情操和素养放在第一位，不惜
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财力，
他为村里孩子们编写的 32 字励
志誓言长久地回荡在我的脑海：
“杨花学子，
天性自强。闻鸡起舞，
山寨书香，先人懿范，吾辈弘扬。
情系热土，振国兴邦。
”
我们的教育需要朱永新先
生这样一批专业的教育家，需
要黄步高社长这样有社会责任
感的企业家，更需要像刘良洪
这样普通而有远见的基层干部。
就像本次新家庭教育文
化节的主题：
“家庭、学校、
社会共同努力，成就幸福的
童年。
”
黄步高社长说：
“做教育有
很多的艰辛，我们很多次都想要
放弃，但是面对孩子的无助，面
对家长的焦虑，我们还是坚持
下来了，也将一直坚持下去。
”
我想，再坚持一下，就能看
到结果，所有的春暖花开，都已
在来的路上 ......
（内容选自 4 月 27 日姜欣
的微信朋友圈）

文 / 邓亚兰
女人花钱，在男人眼
里都是不可理喻的，没有
计划，也没有节制，就像
是坏了阀门的自来水，流
得肆意、流得任性。有钱
的女人任性，没有钱的女
人也任性。在这个电商云
集的时代，男人们就变得
极易抓狂，眼泪狂奔也跑
不赢电子划转钞票的“叮
咚”声，剩下的就只有手
指点击信息确认账单的力
量了。
到了年底，某宝的账
单准时发送到手机，不经
意间瞄了一眼，一组庞大
的数据！
怎么会花这么多，
有那么多钱吗？尽管不怎
么相信，但是某宝是不会
骗人的，每个月都有详细
数据，各种消费也做了分
类归种，排列得清楚整齐，
让你不可不信。于是只能
悄悄地安慰自己有些波澜
的心，都是要买的，都是
需要的……
女人花钱购物从来
都不是单纯地去购买某
一件东西，而是一系列的。
哪怕是买袜子，她都不会
是只去买一双，她会选几
双目前要穿的，选几双冬
季的棉袜，选几双夏季的
丝袜，或者搭配几双有
蕾丝的，几双底部加厚的，
还有卡哇伊的五指袜，再
买几双除臭去汗的，还有
家里其他人需要的，总之
是一大包带回家。不会像

男人，会很有目的性地去
购买。
女人买一件衣服会
需要试穿几十件，到不同
的品牌寻找同款分别试
穿，再去寻找不同款式去
比较，比完了款式又去比
价格，顺便带上搭配的裤
子、鞋子、包包，甚至太
阳镜、手表、帽子......
或许男人最怕接到老
婆的电话说是去逛街，因
为女人是高兴了也逛街奖
励自己，郁闷了也逛街安慰
自己；闲得无聊的时候逛
逛街打发自己，忙里偷闲
的时候买个东西犒劳自己。
总之各种的理由，让男人
们捉摸不透。
女人是世界上最美
丽的花，那柔柔淡淡的细
蕊，五彩缤纷的花朵，瓣
瓣透着清新与芬芳。徐徐
的清风拂过，朵朵如精灵
般的舞者，尽情地宣泄这
柔与美的精彩。会花钱的
女人，不会负了花钱的好
时光，不同的装扮恰是那
不同的花，高贵富态如似
牡丹，优雅妩媚如那菊花，
高洁清新亦如荷花，在寒
风中独树一帜充满无穷魅
力的女人就是应霜傲雪的
腊梅。会花钱的女人是一
朵收放恰是时候的花。一
个实在的女人，知道自己
收放的时刻，也知道收放
的时间，一个收放自如的
女人，一定是知足的女人，
也一定是快乐的女人。

■微信矩阵

过期的药片丢花盆里，
花都长疯了，植物再也不发黄

湖南首批 12 个省级特色产业小镇
名单公布

为期三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迎来“船到中流
浪更急”的关键时期，我们必须牢牢把握扫黑除
恶的任务要求，聚焦重点问题和关键环节，做到“六
个延伸”。

家里总会备上一点常用药，不过药片放的
时间长了容易过期，不能吃了与其丢掉不如让
花“吃”，让你家的花不再黄叶。

有你家乡吗？近日，湖南省特色产业小镇现场推进
会在岳阳临湘举行。会上，长沙市宁乡市煤炭坝门业小
镇、长沙市浏阳市社港医养小镇等被授予首批省级特
色产业小镇。邵阳市隆回县小沙江金银花小镇、郴州
市嘉禾县塘村锻造小镇等入围拟培育小镇名单。

重拳出击，扫除黑恶霸
痞！请扫描二维码或者关注
湖南省司法厅官方微信“微
言说法”
，查看 5 月 5 日内容。

以后千万别再丢过期
药片了！请扫描二维码或
者关注微信“今日女报”
，
查看 5 月 4 日内容。

侦破大案、打财断血、深挖幕后、打伞破网…

2019 扫黑除恶“六个延伸”

这 12 个小镇分别有哪
些特色？请扫描二维码或者
关注微信“乡村相见”
，查看
4 月 29 日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