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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面对二孩时代四大纠结？
■ 本报记者 王诗文

据媒体报道，现年 35 岁的“跳水皇后”郭晶晶再次有喜，预计将于本
月内生产。 伴随二孩政策的放开，不仅明星们努力备孕生产，很多普通家
庭也在政策放开之下增丁添口。然而记者在调查采访中发现，不少准备或
已经步入“二孩时代”的家庭，事实上都在面临各种各样的纠结，归纳起
来不外乎如下四类。

纠结一：生产
医院选择公立还是私立？ 顺产还是剖宫产？
随着去年“二孩政策”全面开放，越
来越多的家庭选择生二孩， 生育小高峰
随之而来。 记者在调查采访中了解到，本
市不少公立医院的妇产科及私人妇产医
院也因此变得更加繁忙。
然而对于不少要二孩的家庭来说，
都在不同程度上陷入生产纠结。 今年 38
岁的李女士二次怀孕四个多月， 对于老
二的降临， 一家人可谓欣喜不已。 采访
中，她告诉记者：“自‘二孩政策’出台，
眼看身边不少亲戚朋友进入生育二孩的
行列， 我们也心动了。 但面对生育小高
峰，家里人建议到环境相对较好、人员流
动适中的私立医院生产， 但我个人则还
是偏于到综合性公立医院。 ”

事实上， 像李女士这样存在生产纠
结的二孩产妇并不在少数， 而且还有不
少临近生产的孕妇仍旧纠结于到底顺产
还是剖宫产的问题。对此，本市某三甲医
院的妇产科医生表示， 所谓生产纠结完
全是自寻烦恼， 尤其对于高龄二孩产妇
来说，务必保持轻松良好的心态，按时参
加产检，同时要遵医嘱，随时掌握胎儿情
况，才是重要的。至于选择在什么样的医
院生产， 除了看自身是否存在其他疾病
或妊娠并发症外， 重点还是看医疗环境
及医生团队， 建议那些存在妊娠期血压
偏高、血糖高及其他慢性病的产妇，还应
以综合性医院为首选。至于生产方式，最
好参考医生的建议。

纠结二：辞职
雇人看孩子还是辞职做全职主妇？
此前， 曾有一份近万个家庭参与的
网络调查显示，六成“二孩”家庭表示，
二孩到来，家庭幸福感显著提升。近七成
受访者表示，不后悔要二孩。但调查还显
示，伴随二孩的到来，二孩对家长的压力
主要集中在“上有四老下有二小”的夹
心家庭，尤其是“双独二孩”家庭。 职业
发展上，妈妈受到的影响最大。
采访中，不少二孩妈妈表示，自生育
二孩后便辞职在家照料孩子， 毕竟双方
父母只能起到“搭把手”的辅助作用，而
雇人看孩子的价格相当于普通白领一个
月的收入，而且不放心。 既然如此，只好
牺牲自己成全家庭。
其实，不仅很多二孩家庭陷入辞职纠
结，一些用人单位也颇感无奈。 一位私企
负责人告诉记者， 自从二孩政策放开以

来，公司不少女职工都相继进入怀孕生产
阶段，有时同一个部门的三个女员工先后
休产假，给工作进度与人员调配带来不小
的影响，增加了业绩压力。而且，更有女员
工在生育二孩后不久便提出辞职申请，甚
至有的人干脆等公司解除合同。
对此， 一些兼顾事业与家庭的二孩
妈妈表示， 是否选择在生育二孩后完全
放弃工作，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如果自身
事业前景较好或所处行业有发展， 完全
可以等待产假后继续走上工作岗位，毕
竟未来的职场机会还很多， 薪资上涨概
率大。 反之，如果工作一般，暂时又找不
到更好的突破，不妨先做三年全职太太，
待第二个孩子上幼儿园之后再重做打
算。 总之，为了二孩辞职这件事千万不要
人云亦云地跟风。

纠结三：财务
怎样更好开源？ 家庭理财计划如何调整？
对于绝大多数准备要二孩的家庭来
说，财务已成最大纠结点。 大家普遍担心
养育成本高、教育成本高、医疗成本高，
同时为了两个孩子的成长还要考虑更换
大一点儿的住房。 而且部分地区二胎的
养育成本超过 300 万元， 确实给普通家
庭带来很大的生活负担。 一时间，如何更
有效地开源并调整家庭理财计划， 成为
很多家庭思考的首要问题。
为此，业界理财师认为，对于拥有两
个孩子及多胞胎的家庭来说， 更应注重

资产配置。建议理财的同时更要重保障，
一定要打“组合拳”，譬如定投基金 + 健
康医疗保险。 毕竟为孩子储备一笔不小
的教育基金将是父母未来十几年的主要
任务。 据统计，中国家庭子女教育的支出
比重已达家庭总收入的 1/3，养育一个孩
子直到其结婚成家， 直接成本加上各种
教育费用，少则几十万元，多则上百万元。
假设一个孩子 2011 年出生， 父母从孩子
出生开始每月以 500 元的固定金额定投
某只中证 500 指数基金，那么在孩子年满5

岁时，积累的资金则达到了 5.2 万元，5 年
的定投收益率超过 75%。 在此基础上，如
果坚持定投更长时间，则可以为子女接受
良好的高等教育或赴海外深造提供一定

程度的资金保障。 定投可避免盲目消费，
并培养良好的理财习惯， 通过长期投资，
平时不太留意的小钱也可以在不知不觉
中积攒成为一笔不小的财富。

纠结四：教育
老大变得不懂事怎么办？ 两个孩子如何平衡发展？
养娃自然离不开教育， 可面对两个
孩子， 父母又该如何协调平衡好教育问
题呢？ 采访中，不少二孩家庭坦言，或多
或少都会在教育上存在纠结， 过于偏心
老二，老大变得愈发逆反，可即便对两个
孩子一碗水端平， 也难以避免两个孩子
间的冲突矛盾。 对此，有教育专家认为，
对于二孩的出生， 大孩心有不满是再正
常不过的反应。 即便他的大脑没有意识
到，在他的潜意识中也是会有抗拒的。 因
此，在二孩出生后，爸爸或妈妈至少有一
个人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大孩身上， 因为
这个过渡期对大孩的心理挑战特别大。
不少家长直言， 家有两个孩子可能
闹别扭的理由千奇百怪， 可以是过马路

谁拉妈妈左手谁拉妈妈右手， 可以是看
动画片谁坐哪个座位， 甚至可以是吃饭
时谁用哪个小碗。 当然， 更多是因为玩
具。 任何顺理成章的生活场景都有可能
引发一场战争，并且愈演愈烈。 至于如何
解决两个孩子之间的冲突，有宝妈建议，
在没有发展到影响孩子健康和家庭秩序
的程度之前， 还是建议妈妈们让孩子们
学会自己解决冲突。
在解决冲突的过程中，孩子们会逐渐
学会观点采择，不仅从自己角度看问题，还
要考虑对方的需要；正是在这些冲突过程
中，孩子们学会了理解与合作。 可以说，冲
突是孩子们成长的必修课，二孩父母要善
于利用冲突，进行科学适当的引导与教育。

产科危重病例研讨会在津召开
本 报 讯 （记 者 王 诗 文 ） 近日，由天
津市河北区卫计委主办、天津现代和美
医院协办的 “2017 产科疑难危重病例
研讨会”在和美妇产一楼多功能学术厅
召开。 本次大会的主题是“产科疑难危
重病例分析与研讨”。 产科危急重症救
治一直是产科界重大的课题，对特殊或
典型病例进行分析讨论，通过案例总结
经验教训，可以更加生动具体地促进产
科医生对于疑难危重病例的认识，提高
产科危急重症救治水平，确保孕产妇的
生命安全， 从而有效降低孕产妇死亡
率，改善妊娠结局。 因此本次会议邀请
到了天津市中心妇产科医院产科专家
孙桢主任、部分京津妇产专家会诊基地
专家，天津现代和美医院妇产科专家参
会，并吸引 100 多位社区医院与妇产科
相关的临床医生听课。
由天津市中心妇产科医院孙桢主
任主讲的“产科危重病例”专题讲座及
与会专家研讨会，实现了天津市范围内
产科疑难危重病例集体大讨论。 会前大
会组委会搜集整理来自全市各医院产
科的疑难危重病例， 经过认真评审，从
中遴选出 30 份典型病例在大会现场汇
报，主题涵盖了产后出血、羊水栓塞、子
痫前期、妊娠合并肝病、妊娠合并症等
目前围产医学领域的热点、 难点问题。
在病例汇报中，既包括成功抢救患者的
经验，也有各位围产医学工作者在临床
工作中经常遇到的困惑，为相关医务人
员带来明确的临床操作方向。
孙桢主任指出， 随着二胎政策出

台后，本市 40 岁以上的高龄产妇数量
明显增加。 对于在第一次怀孕就存在
高血压病史的高龄产妇来说， 在第二
次怀孕时， 患妊娠高血压的概率就会
比其他产妇高。 此外如果本身存在慢
性肾炎或糖尿病等慢性病的话， 也会
面临妊娠高血压甚至是子痫前期等问
题，这些都需要格外予以重视。
在互动答疑阶段，与会的各位临床
医师根据自身的临床经验与困惑提出
了自己的问题与见解。 专家们步步引
导，从临床症状、诊疗方案、最新学术进
展等不同角度进行阐述，让大家获益颇
丰。 本次会议形式新颖，促进了天津市
河北区围产医学医师间的交流与学习，
活跃了学术氛围，提高了围产医学临床
医师执业水平和执业能力，对产科临床
工作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促进天津市
河北区围产医学事业发展迈向一个新
的台阶。 作为天津市一流的高端妇产医
院， 和美妇产汇聚 30 多位三甲知名妇
产科专家，“京津妇产专家会诊基地”
的成功落户，标志着医院无论是专家实
力，还是技术方面都可以达到国内一流
水平。 同时医院依托医联体平台，组建
了一支由南开医院妇产科主任曹宝利
教授领衔的三甲妇产专家、 麻醉专家、
康复科专家、影像专家、高级助产士、新
生儿科专家、营养科专家、母婴护理师、
导乐师等多学科人才构成的精英妇产
团队，有效解决了患者看病难，选专家
更难的问题，为国内及京津冀女性提供
国际化、标准化的高品质医疗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