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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大宝今
年 9 岁，读小学三年级，小宝刚刚
半岁。我在政府部门工作，每天朝
九晚五，时常需要加班。爱人从事
营销工作，常年在外出差。

其实在小宝出生之前，我们夫
妻俩就曾因为小孩无人看护问题纠
结了很久。之后由于大宝强烈要
求以及我俩确实很喜欢小孩，最
终还是要了二孩，可身边很多朋
友和同事因为小孩无人照看而不敢
生二胎。

小宝的出生给家里带来很多欢
乐，但是欢乐的同时也有照护的辛
苦，还存在不少的问题。大宝那时
主要由外婆在家里帮忙照顾，现在

由于我妹妹也生了小孩，外婆要到
二女儿家照顾小孩，小宝只能交给
从未带过小孩的外公来照看，外公
外婆因此过上了两地分居的生活。

为了能照顾好小宝，孩子的外公
在我还没有上班前就开始“接受培
训”：抱小宝，给小宝洗澡、穿衣、
喂奶、换尿不湿，带小宝玩……老爷
子硬是从一个不会抱小孩的人被训练
成了“超级外公”，什么都会干了。

我上班之后，小宝就完全交给
了外公，每天早上 6 点起床，直到
我下班回家。由于一个人在家照顾小
宝，外公中午有时候只能吃剩菜剩
饭，要是小宝中午不睡觉，外公原来
雷打不动的午休也没有办法实现。而
大宝放学也只能让他自己回家。

为了小宝能健康成长，我坚持母
乳喂养，另一方面还要时刻关注大宝
在学校的动态和老师布置的各项任

务，每天精神高度紧张。我们也考虑
聘请保姆带小宝，以减轻外公的负
担，可是至今没有找到满意的。

“80后”的我们，如今都是上有
老、下有小，在单位是工作主力，
在家里是顶梁柱。车贷房贷加上养
娃，经济压力和生活压力都不小，
所以现在说高质量带娃很难实现。

我希望能多多建立以社区为单
位的托儿所，通过专业的培训或者
定向培养的方式，培养一批专门从
事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的人
才，提升婴幼儿照护的整体水平。
孩子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也能有他
们自己的生活。

本报记者 魏本貌整理

托儿所托儿所
让我欢让我欢喜让我盼喜让我盼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
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在此，我们邀请年轻的
父母们就《意见》中所涉及的内容聊聊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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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 9 个月小朋友的妈
妈，也是一家世界500强房地
产企业的员工。这两种身份看
起来既幸福又光鲜，但背后经
历的磨砺和挑战却并不简单。

我和先生结婚较晚，先生
39 岁 、 我 37 岁 时 方 为 人 父
母。有小孩之前，我们就孩子
的照护方式达成的共识是不指
望双方年事已高的父母，所以
在怀孕、生产和月子阶段，出
于对专业机构的信赖，我们选
择了一家国内知名的私立医
院。现在回过头看，当初的选
择是正确的。虽然开销不菲，
但在各个阶段享受的预约制和
照护服务还是减少了很多不必
要的精力损耗。

去年8月，我们的女儿小
豆子出生了。本以为“卸了
货”可以如释重负，殊不知，
这才是育儿长征路上迈出的第
一步。先生在国企工作，休了
10 天的陪产假后就开始不停
地出差。我产后的身体恢复不
佳，只能静养不能照顾女儿。
幸好是在月子中心，不然很难
想象躺在床上经历各种疼痛的
我，还有嗷嗷待哺的孩子该由
谁来照顾。出月子后，我们把
希望都寄托在了婆婆从老家选
来的育儿嫂。然而我们太乐观
了，这个刚从培训机构毕业的
育儿嫂并没有照顾婴儿的经
验，不知道只喝母乳的婴儿不
需要喂水，每次拍嗝的姿势也
让人惊出一身冷汗……虽然我
们努力尝试接受，给她时间磨
合，可她还是干了不到两周就
回了老家。不得已，我们只能
高薪把月子中心的月嫂请回家
过渡了一个月，同时赶紧寻找
更合适的育儿嫂。我们发动身

边的亲戚朋友，去家政公司和
各种家政平台，还在邻居群里
散发各种消息，最后终于在月
嫂阿姨的帮助下，从她的同行
里选到了合适的阿姨照护宝宝
至今。

现在，我已返回工作岗位
5 个月，每天 9 点上班，提前
一小时下班回家喂奶，陪宝宝
玩耍哄她睡觉。阿姨白天要照
顾宝宝兼打扫卫生做家务。
先生如果下班早，也会陪宝
宝玩耍。身为在职父母的我
们，可能错过了宝宝很多精彩
的成长瞬间，可是阿姨的工
资、房贷车贷还有各种家庭开
支，鞭策我们只能努力奋斗不
敢停歇。身边的人有时会问我
要不要二胎，我总是苦笑着回
答：“不敢想。”

前不久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了 《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
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
很多像我们一样的父母应该
看到了希望吧？祝愿新手爸
妈们都能“愿意生、养得起，
教育好”。

新手爸妈有了盼头
■ 王女士 北京 某房企员工

▲ 小豆子 作者供图

儿子已经快一岁半了，健康活
泼。前一阵儿，国家出台婴幼儿照
护指导意见，回顾自己一年多的育儿
之路，我对其中“增强科学育儿能
力”“发展照护服务机构”最为期待。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如何
科学育儿，我和妻子一直在探索。
这其中，“锻炼自主能力”是重要一
课。儿子出生后没多久，我们就让
他睡小床，如今他可以独立入睡；
儿子五六个月大时，我们买了婴儿
杯，所以他很早就能独立喝奶……

为帮我们带孩子，我妈从老家
来到南京。老人家的育儿观念比较
传统，我和妻子的育儿理念和方
法，她并不赞同，但也没反对。

有一次，儿子脑门有点儿热，
一量体温超过 37摄氏度，低烧。我
妈挺担心，打算去看医生。我仔细
观察后，发现儿子精神状态非常
好，玩得很开心，吃喝也正常，就
劝母亲可以再等等。后来，儿子的
体温慢慢降了下去，一切安好。

看着年轻人以不同的理念培养
孩子，且效果逐渐显现，我妈也改
变了想法，开始支持我们。有时下

楼散步，遇到小区里照看孙子的老
年人，她也会推荐我们的育儿秘
诀。

其实，如何科学育儿，老一辈
和年轻人都在摸索，因此我们迫切
需要指导意见中提及的“婴幼儿早
期发展指导服务”，期待在专业指导
下，整个社会建立起科学育儿观，
于国于民都是好事。

此外，“普惠性婴幼儿照护服务

机构”也值得期待。如今，很多年
轻父母都是双职工，边工作边带
娃，根本忙不过来。去年初，儿子
快出生时，我妈从农村老家前来帮
忙。她年岁渐长，边带孙子边适应
新生活，在家操持很不容易。我身
边有些朋友，家里老人因客观原
因，只能把婴儿带回老家照顾。这
样一来，年轻父母在城市工作，不
得不与自己的子女分离。

我们期盼，几年后社区里设立
起普惠性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年
轻父母们面临的难题便可迎刃而
解。毕竟对于婴幼儿来说，能有父
母陪伴左右，才是最大的幸福。

本报记者 高 炳整理

我岳父岳母家住黑龙江大
庆，我爸妈家在辽宁大连，我
和妻子在天津组建了小家，两
岁半的女儿于沛彤因此成了

“小飞人”，一年之中要在这 3
个城市飞上几个来回。

女儿生下来半年后就交给
岳母带，但不方便的是，岳
母平时还要照顾自己的家，
虽说看护外孙女是主业，但
也放不下仍在工作的岳父。
我的父母都在工作，所以4个
老人中，只有岳母是个“闲
人”，没想到这个“闲人”却
最忙碌、最劳累。

每逢节假日，为了平衡爷
爷奶奶和姥姥姥爷两方面的情
感，一般是女儿到哪儿，我和
妻子就追随到哪儿。去年国庆
节，岳母把女儿带到大连，以
满足爷爷奶奶想见孙女的愿
望，我们夫妻也回大连过节。
今年春节，我们全家加上4个
老人又在大庆团圆。有时，女
儿也会被带到天津，与我们这
当爹当妈的小聚几天。

眼下，我已经联系好小区
里的一家公立幼儿园，孩子在
今年夏天就可以入园。幼儿园
离家几十米远，非常方便。但
由于我们夫妻俩工作都很忙，
只得继续劳累岳母到天津帮我
们接送孩子。孩子结束了“飞
人”生活，跟我们生活在一
起，对于她的教育等各方面都
挺好。以后老人们谁想看孩
子，只能来天津了。

近日，国办印发《关于促
进3岁以下婴幼而照护服务发
展的指导意见》，提到让“育
儿假”和“产休假”衔接，单
位和社会加大对婴幼儿照护力
度，这说到了年轻父母的心坎
上。对于我们这样的 30 岁以
下的年轻爸妈是个重大利好。
我盼着能尽早让女儿进入我家
附近的托儿所，结束她辛苦的

“小飞人”生活。再说国家有
了这样的好政策，我们是否要
个二胎呢？这得和妻子、女儿
好好商量商量。

鲍文锋整理

说到年轻父母心坎上
■ 于 辰 天津 某科技企业管理人员

父母陪伴孩子最幸福
■ 王东亮 江苏南京 国企员工■ 王东亮 江苏南京 国企员工

众所周知，一个小孩最让人心
力交瘁的时期，就是蹒跚学步、牙
牙学语后，直到上幼儿园之前。

之前我和丈夫都在一座偏僻的
水电站工作，并在那里生下了大
娃。电站位置偏僻，远离城镇，我
的父母远在另一个地区的乡下，身
体不算太好，公婆尚未退休。孩子
刚刚断奶，我俩又都想让他时刻在
视线范围内，所以就想雇人照护。
当时，电站里除了正式职工，还有
一些闲在家里的职工家属。我和丈
夫决定找楼下一位阿姨帮忙带孩
子，每周 5 天，同时付给她一定的
酬劳。阿姨朴实善良勤劳细心，会
普通话还会唱童谣，于是我俩每天

早饭后就把大娃和一些日用品送到
她家，下班后再把娃接回家。日复
一日，直到大娃满 3 岁，才被送到
城里的爷爷奶奶家去上幼儿园。

后来，我和丈夫先后调到城里
的电力系统工作，和大娃生活在一
起。今年 4 月，我又生了一个女
儿，目前还在休产假。

公婆已经退休，但大娃从幼儿
园到现在上小学，一直没让他们操

心费力，加之他俩的身体状况也大
不如前，我和丈夫都不愿再多叨扰
二老。现在对孩子的智力投资要求
高，学前教育普遍得到重视，我绝
对不可能把女儿送到乡下父母家放
养，所以我和丈夫一直在为如何照
护女儿的事踌躇观望。最近这些年
城里的私人托儿机构虽然不少，却
良莠不齐。即便要找，也要找系统
规范职业化的机构和人士来带娃。

前段时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促进 3岁之下婴幼儿照护发展
的指导意见》，让我们看到了希望的
曙光。

5月中旬，我所在的社区专门召
集居民就此问题举行座谈会征询意
见和建议。作为代表之一，我提出
托幼机构和人员亟待规范化职业
化，当场得到不少奶爸奶妈的认
同。这几天，小区专门腾出两间底
楼空门市，准备装修改建为托儿
所，并在政府网站上高薪聘请专业
婴幼儿护理人员。看着襁褓里熟睡
的女儿，我和丈夫都为她能在不久
的将来享受到可靠、专业的照护服
务而感到欣慰。 黄自宏整理

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 曾 敏 云南红河 企业职工

2015 年 4 月，我与相识 12 年的
大学同学结婚。当年 10月，国家宣
布全面放开“两孩”政策。恰在此
时，我发现自己怀孕了。

2016年1月1日，全面两孩政策
正式实施。当年 7 月，我们的大儿
子出生。两年后的 9 月，二儿子出
生。他们踩着中国人口与生育政策
历史性变革的鼓点而来，给家庭带
来了无限欢喜。

两个孩子生育期间，丈夫正在
援疆。离家 3 年，带娃的重任基本
指望不上他。但何其有幸，公公、
公婆帮我化解了育儿压力。

我们住在老城区，周边鲜有婴
幼儿照护服务机构。为了全身心照
护孩子们，爷爷和奶奶一个放弃了
游山玩水的爱好，一个放下了手中
的生意。而我则把工作之外的所有
时间和精力都给了孩子和家庭。

身体是累的，内心却充盈着甜
蜜，我们从孩子身上感受生命的恩
典。这大概就叫爱有所得、心有所
获吧。

全面两孩政策实施至今已 3 年
有余，我家两个孩子也分别两岁 10
个月和 8 个月大了。然而，环顾周
围同事和朋友，愿意要二宝的家庭

少之又少，原因大多是“养娃压力
大”“没人带孩子”。

这就是现实。最近看新闻得

知，由于婴幼儿照护服务供给严重
不足，目前中国 3 岁以下 （不含 3
岁） 婴幼儿有 5000万人左右，但在

各类照护服务机构的入托率仅为
4.1%，近八成婴幼儿由祖辈参与看
护和照料。

儿童成长关乎一个家庭，更关乎
国家的未来。在我看来，国务院办
公厅近日印发的《关于促进3岁以下
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
是婴幼儿照护领域的顶层设计，不
能否认的是，这又是一项综合性、
长期性的艰巨工作。

我憧憬着，等到婴幼儿照护体
系在中国成熟完善之际，我的两个
孩子可能已经长大成人，他们的孩
子一定能享受到更多的政策福利。
到那时，婴幼儿照护在中国将不是
难题，除了家长们照护孩子，社
区、机构将共同托举起婴幼儿照护
服务，家门口的“社区托管”普
惠、安全、可及，相关配套设施更
加完备；婴幼儿照护人才接轨国
际、高度专业……

当然，我心中最好的画面，是
孩子们不仅能获得各方照护，还能
生活在清澈的风中、洁净的云下、
美丽的环境中，有人陪，有人爱，
自由自在，眼中闪烁着温暖和信任
的光。

微 宇整理

让老人能有自己的生活
■ 胡雪萍 江西南昌 基层公务员

憧憬家门口的“社区托管”
■ 沁 沁 北京 媒体人

▲ 爷爷和奶奶在照顾两个孙子 作者供图

▲ 于辰一家三口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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