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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YDB 母亲节策划
家庭是人生第一所学校，帮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今年是王晗重返职场的第三

年。生了遥遥之后，王晗辞去了

小学教师的工作，在家专心带了

两年娃。全职妈妈的经历，有幸

福，也有无奈。

幸福来源于遥遥。虽然有孩

子的姥姥帮忙，但王晗还是选择

尽量自己带娃，因为她想在遥遥

成长之初的几年好好陪伴他。“据

说良好的亲子关系对孩子形成健

康的心理、健全的性格很重要。”

王晗说。吃穿用度、早教、兴趣培

养，有关遥遥的一切事情王晗都

亲力亲为，姥姥只是“打辅助”。

然而，幸福之中也有焦虑和迷

茫。王晗说，当全职妈妈时，有好

几次她都梦见了自己站在讲台上

上课，为人母的幸福并不能替代她

重新回到课堂的渴望。在家围着

娃转，既没有心思、也没有时间去

捯饬自己。出个门，跟自己差不多

年纪的女性都打扮得光鲜亮丽；在

家刷个朋友圈，也能看见朋友和之

前的同事分享着各自精彩的生

活，多少还是有一点羡慕。

“有些妈妈能够安心带宝

宝，但是我可能不行吧。在家的

时间长了，我会觉得跟社会脱节

了，焦虑的情绪也会影响到娃

娃。”王晗说。

于是，在遥遥两岁多时，王晗

终于下定决心重返职场，做回了

老师。改变的第一天，王晗很担

心遥遥，一下课就给孩子姥姥打

电话。没想到，这之前从来没跟

妈妈分开超过两个小时以上的遥

遥比妈妈还“坚强”，哭闹了一会，

就沉浸在自己的玩具世界中了。

姥姥还让她不要一阵一阵地打电

话，说‘娃娃都玩自己的了，你一

来，又打扰他’，感觉倒是我离不

开他。”王晗说。

回到职场过后，打扮的心思

也有了，减肥的动力也有了，王晗

感觉自己的状态好了许多，与遥

遥相处时的心态也稳了。

当妈妈的幸福瞬间
——妈妈，你、爸爸、姥姥谁最

爱我？

——我们都很爱你，只是爱你

的方式不一样。

——哦，我知道了，祖祖爱我

的方式就是给我拿钱。

——因为她不能经常陪你。

而且钱还是挺重要的，有了钱，你

才能买你喜欢的怪兽呀！

——对，没钱什么都买不到了。

——也不是，钱虽然挺重要，

但不是最重要的。

——嗯，我觉得爱最重要。

才 5 岁的小朋友，想得还挺

多，不过，还挺有哲理的样子。

新生代妈妈画像——

““后浪后浪””妈妈是怎样炼成的妈妈是怎样炼成的？？
■ 记者 梁童童

作为一名从业近 30 年的产科护

士，王敏见证了无数位妈妈的“诞生”。

近几年，“90后”成了妈妈群体中

的主力军。有个性、讲科学、尊重孩

子、淡定、硬核……这些新生代妈妈欢

乐地分享着各自的育儿日常。她们一

方面深知养育生命的严肃；一方面也

更加关注自我的成长。

书羽之所以喜欢用某款时尚APP
来学习育儿知识，就是因为这上面的

用户大多都是活跃的年轻人。她说，

“这款APP育儿板块虽然不大，但是信

息很新、很全，甚至超过了传统的母婴

论坛。因为我们这一代很多人都喜欢

做‘攻略’。”

信息获取的便捷，帮助了诸位新

手妈妈快速成长，也推动育儿方式进

一步地精细化、科学化。书羽谈起自

己第一次接触袋装果泥时的惊讶，“就

这么一袋水果泥，说是能更完整地

保留营养，更好吸收，也方便携

带，就卖这么贵。但是一边抱怨、一边

看，看着看着，竟然就买了。”书羽说，

自己的性格比较要强，对育儿也是一

样。当她知道了有更好的方式、自己

又有能力时，就一定要做到。

获取的信息多了，给新手父母提

供了更多的选择，但同时，对他们的判

断力也是一种考验。第一次听到“哭

声免疫法”时，王晗觉得有几分道理，

还想着可以试试看。但是，她越想越

觉得不大对劲，便搜集了更多信息，才

知道这种方法可能存在的危害，便立

即打消了这个念头。

现在，大多数新生代爸妈要处理

的问题还处于低幼阶段，暂时不用面

对学习考试的压力，但是已经有不少

爸妈开始考虑是否要“鸡娃”的问题

了。王晗的孩子遥遥，明年就要上小

学了，她觉得自己可能会偏“佛”一点，

至于能不能不被环境影响，还真说不

好。当遥遥跟其他小朋友呆在一起，

显露出某些短板的时候，她还是会在

这方面加强对他的锻炼，一边锻炼，也

一边反思自己是否把握好了“度”。

“我觉得小米这一代是很幸福的，

因为他们的父母在成为父母之前，不

但知道物质、精神关爱要双管齐下，还

知道反思。像我爸妈，就是更重物质，

也不知道反思。”书羽说。像要高质量

陪伴、控制情绪、尊重孩子的独立性等

比较现代的教育观念，相比自己的父

母辈，新生代爸妈接触得比较多。

王敏也认为，相比自己的时代，现

在的父母压力可能要大一些。王敏是

“60后”，在她刚当妈妈时，想的就是要

保证孩子的吃穿，然后就奔着学习去，

至于精神方面，全凭母性本能和“同

行”之间的交流去一点点摸索。方式

上，可能不比现在科学，但是思想负担

确实要少一些。

红红算是新手爸妈

里比较豁达的，但有时

还是会“焦”一下，为不长肉的娃，也为

好久没做头发和指甲的自己。“毕竟随

时都能知道别家娃又怎样了，别家妈

又怎样了。不过我还是觉得，认清自

己和自己的目标最重要。”红红说。

受时代的影响，新生代妈妈们更

多地保留了自己的个性，是什么样的

少女，就当什么样的妈。有的兵来将

挡，水来土掩；有的把大大小小的事全

部纳入计划之中。身处这个物质充

裕、信息爆炸的环境中，她们的选择更

多、思考也更多，她们勇敢选

择，也勇敢承担。

（除王敏外，文中人物均为

化名）

妈妈们的育儿经

个性育儿与高质量陪伴

如今有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妈妈加入到带娃大军的行列中，她们中有很多都是自称“宝宝”的“90后”。与上一代妈妈们相比，她们有更多的自我意识，既包容多元，又充满个性。
当“90后”少女们成为妈妈，会给“母亲”这个形象添上怎样鲜艳的色彩？我们采访到几位新生代妈妈，她们有的刚刚完成身份的转变，有的已经在向一个带娃老手成长，她们爱孩子，

同时也爱自己。在母亲节即将到来之际，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些“后浪”妈妈的故事。

不论是孕前、孕中、孕后，红

红都透露出一种“佛”气。“结了

婚，觉得可以有娃了，就生了

娃。”生养宝宝的难处，红红从亲

朋处和网络中也了解过，她的想

法是，既然选择了要宝宝，那么

接受这些困难也是必然的。

在怀女儿桐桐大概一个多

月的时候，红红出现了孕吐、吃

不下饭、嗜睡等反应，有些影响

心情。一位同事告诉她，不要太

在意这些，越想越难受。渐渐

地，红红更多是把这些反应当成

了一种新奇的体验，“摆正心态，

该吃就吃，该睡就睡，也没什

么。”

整个孕期，红红自己照顾自

己的时间占大多数。生下桐桐

后，除了月子期间有月嫂帮忙，

主要也是红红自己带孩子，到现

在桐桐马上满一岁了，在家呆几

天，带宝宝去双方长辈家呆一两

天，日子就这么安静平淡地过

着。

红红说，对比其他妈妈，自

己可能算是“佛”的。快一岁的

桐桐身高和体重都不怎么长，不

爱吃饭也不喝奶粉，就靠母乳喂

养，红红也不着急。虽然宝宝长

得慢，但是带着顺手、不费力，就

觉得这样慢慢地长大也挺好。

“等她长大一些，我就跟她一起

出去看看风景，长长阅历。”红红

说。

当妈妈的幸福瞬间
还记得一天下午，桐桐坐在

飘窗上，突然就发现可以用窗帘

把自己藏起来，她躲在窗帘后

面，一拉，露出她的小脸蛋，又一

拉，就变成了窗帘上粉红色的小

影子。每次钻出来，她咿咿呀呀

地笑着，整个脸都皱成了一团，

我的心都要化了。孩子每次对

我笑的时候，就是我最幸福的时

刻。

书羽的宝宝小米，是被妈妈

“算”出来的：从备孕时调养身体、

算排卵期开始，到后来怀胎十月、

生产、带娃，一直到现在，跟小米

有关的一切，书羽都提前在网上

做足了功课。除了传统的母婴论

坛和 APP，书羽最喜欢逛一款综

合类的时尚 APP，因为这里的用

户年轻，资讯也更新潮。

小米快半岁了。直到现在，

书羽每天都会看看相关的育儿知

识和经验，掐指一算，大概会花上

两个小时。掌握的信息多了，让

书羽度过每一个节点时心中都比

较有谱。拿给宝宝打疫苗来说，

自己之前打疫苗时就是直接去打

了，但是宝宝的疫苗会分单种、几

联，需要选择。做攻略时，书羽才

知道了疫苗作用的原理是什么，

然后根据小米的情况做选择。

“大家都知道我喜欢做攻略，

好几个当了妈妈的同事，宝宝比

小米大的也会来问我。”书羽说。

之前一段时间，小米的皮肤

不太好，擦了很出名的滋润护肤

品还是能感觉到只是油，并不吸

收，长了新生儿痤疮带去当地医

院，医生说只是有点内分泌问题，

不用管。一次，书羽在刷APP时，

偶然看见一位著名的儿科医生在

分享病例，说是某些宝宝有皮肤

问题，可能是缺乏了某种营养素，

而这种营养素要大量补充只能依

靠护肤品。书羽就买了医生推荐

的护肤品试了一试，结果小米的

皮肤竟然就这样好了。

当妈妈的幸福瞬间
我总在想，你什么时候才认

识我？什么时候你才会叫我“妈

妈”？什么时候你的小脑袋才会

依恋地钻进我的怀里？你懵懵懂

懂的样子，好像什么都不懂，但是

最近，无论谁抱着你，你都会睁大

眼睛寻找我的位置，只要我的声

音响起，你就会认真聆听，每天晚

上只要我躺在你旁边，烦躁不安

的你就会安静入睡。我发现，尽

管你还很小，但对我无条件的信

任，是你与生俱来的本能。

酷爱健身的小杰，就连孕期

也没放下过哑铃。

怀孕之前，1米 62的小杰体

重 120 斤，身上的肌肉虽然不是

线条分明，但也算若隐若现。“我

说我 120斤，别人都不相信。”小

杰说。

为了维持身材，小杰在孕期

科学锻炼，合理饮食，加上妊娠

期糖尿病需要控制血糖，小杰在

孕前期身材都保持得很好。然

而，孕晚期，肚子里的宝宝面包

突然胃口大开，小杰进入了一种

怎么吃都吃不饱的状态，体重也

一路飙升。小杰回忆说，快要临

盆的前一个月，她在一周的时间

里长了10斤左右，产检的医生再

见她时，瞪大了眼睛问她“你是

不是肿了”。最终，小杰突破了

160斤大关。

生下面包后，小杰下床做的

第一件事就是去镜子前看自己

的肚子，感觉跟之前一模一样，

没有小下去一点点。

小杰对自己的身材一直很

在意，对妊娠纹也是。孕期，她

一直认真努力地擦护理油，整个

孕期都没有长妊娠纹，没想到，

生产完之后却长了。“我真的是

欲哭无泪。”小杰说。

长在身上的肉不会主动离

开，肚子上出现的纹理也擦不

掉。等身体恢复了一些，小杰马

上开始制订锻炼计划，做起了去

除妊娠纹的攻略。一斤、两斤，

慢慢地，面包长了 10斤，小杰也

减了将近10斤。带面包的时候，

小杰会注意发力方式，一方面避

免肌肉劳损；另一方面也当锻炼

了。

当妈妈的幸福瞬间
做女儿的时候，看到有关妈

妈的东西，总是哭。她为了我受

委屈，我自责、内疚。做妈妈的

时候，看到有关妈妈的东西，却

是一种释怀。原来在妈妈看来，

为孩子受点委屈都是小事。与

孩子相遇的幸福足以照亮人生

中所有的黑暗与挫折。

““佛系佛系””全职妈妈全职妈妈

摆正心态，
陪孩子慢慢长大

““攻略大王攻略大王””妈妈妈妈

做足功课，科学育儿

““事业心事业心””妈妈妈妈

重返职场，爱孩子也爱自己

““健身达人健身达人””妈妈妈妈

保持良好状态，才能更好带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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