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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生孩子，产假为啥有差别

话话题题

“生二胎只有98天产
假，三个月多一点，连喂奶
的时间都不够。”自去年5

月30日“单独二孩”政策在
我省落地以来，越来越多
的“二孩妈妈”面临这样的
难题。为此，不少“二孩妈
妈”及部分人大代表呼吁
延长包括二胎产假在内的
所有产假。

体现关怀的产假最合理下期话题

今日

“黑”加油站何以这么多？河南
省竟然有1393个“黑”加油站？简直
是星罗棋布呀！这还只是初步排查
的结果，漏网之“鱼”还有多少？虽
然此次排查力度不小，但也暴露出
此前监管的不力。因此，“黑”加油
站需要整改，监管部门也需要检
讨——— 失职的，也要问责！

——— 盛大林（评论家）

目前人们的健康环保意识不
断增强，这是可喜的，下一步应该
从知识普及、道德规范上进一步提
高认识，更重要的是从国家立法层
面加快相关环境保护的立法进程，
加大惩处力度，要全国一盘棋，更
好地统筹协调各地方政府、各个部
门，共同推进这项工作。

——— 高春芳（政协委员）

名嘴说事

传统书店坚守还需“靠自己”

我有话说

李永强

前几天，笔者到蓬莱城区
某书店想找几本建筑预算方面
的书籍，没想到书店已经关门
倒闭了，门前“图书3折清仓甩
卖”的海报赫然入眼。虽然这家
书店不大，但经营了十多年，特
别是在民营书店比较稀缺、优
质图书资源比较匮乏的年代，
这里是不少爱书人的重要“据
点”，承载着有关图书的众多美
好记忆。

以前经常光顾的老书店
“失守”，让笔者痛心和焦虑。如

今，不仅是在蓬莱，整个烟台许
多实体书店发展举步维艰，昔
日墨香四溢、读者如织的场景
消失不再，一些书店大浪淘沙、
踪影难寻。在租金攀升、网店冲
击、读者流失数重打压下，实体
书店不是在扩大盈利，而是在
努力生存。

从读者的角度来说，电子
书的盛行正在改变传统的阅读
习惯，传统的“读书”行为越来
越少，生活中缺了些驻足书店、
手捧书卷的闲适与平静。如果
我们对传统书店的湮灭消逝感
到遗憾，就不应当袖手旁观、坐

而论道，而要抽出时间到书店
走一走、看一看，哪怕捧个人场
也是对书店顽强坚守的鼎力支
持。

而对于书店来讲，老主
顾、“老粉丝”的支持不是解决
问题的根本之策，只有自我救
赎，才能涅槃重生。眼下，首先
要做到的就是扩大消费圈层，
吸引更多人走进来、慢下来，
养成逛书店的习惯，这才是传
统书店生存、生长的长久之
道。毕竟，依托原有群体能带
来稳定客源，但难以带来更大
收益。书店作为市场实体，要

有高雅品位，也要有消费氛围
和大众气息。在这方面，实体
书店应做好实体营销的革新，
主动借鉴商超的模式，探索会
员优惠、店庆促销、活动答谢、
专场推介等措施，吸引读者、
提升人气。特别是在行业整体
不景气的大环境下，实体书店
应当变“竞”为“和”，建立行业
组织、学会守望相助，通过货
源合作、加盟连锁等让苦撑危
局的小书店得到搀扶，让细分
市场、独具特色的书店遍地开
花，营造更充沛浓郁的读书氛
围。

赵传勇

“单独二孩”的政策早已尘
埃落定，但二胎产假却饱受争
议，尤其成为众多“二孩妈妈”不
得不面对的一道难题。

“二胎产假才三个月多一
点，都不够喂奶时间。”确实是短
了些，母乳喂养孩子是国家所提
倡的，要保证这些就必须给二孩
妈妈足够的产假时间，这是众多
二孩妈妈所期待的。

工作单位毕竟不是公益组
织，要保证单位的正常运转，日
常生产的正常运行，都需要足够

的人力。有人请假就需要有人顶
上去，有人必须请长假更需要专
人顶上去，这样企业可能要付出
更多的财力成本来应对请长假
的人员。这是众多企业所不愿面
对而又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

许多企业招工时更钟情于
已婚已育的女员工，其中深意不
言而喻。二孩妈妈期望产假越长
越好无可厚非，用人单位则希望
产假不必过长也无可厚非。所以
我觉得现行二胎产假制度及假
期时间，是综合各方面的考虑，
是站在大局观上，尽可能地照顾
企业的生产需求，又兼顾母乳喂

养。
记得单位里的女员工产假

回来上班后，在一定时间内每天
可以提前一小时下班去喂奶，我
觉得这是项非常人性化的政策，
二胎妈妈是否也是同样如此呢？
或是可以延期延时此项规定，这
样既不会对企业的生产造成大
的影响，又不至于让二孩妈妈没
有时间给孩子喂奶。

孩子是祖国的未来，孩子的
健康成长离不开妈妈的精心照
顾，也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关注。
二孩政策有了，更人性化的配套
政策措施还会远吗？

刘岩

产假因产生的社会背景等
的不同，出现了一孩与二孩之间
巨大的差别，二孩的产假过少给
高龄妈妈带来了困难。而对延长
产假，医学专家、企业主、产妇各
方各执一词。仔细分析一下，我
们不难发现，这其中的焦点是如
何保护妇女儿童身体健康的问
题。

延长产假是落实母乳喂养
的根本条件。我们大力推行母乳
喂养，从怀孕开始就被灌输。印
有母乳喂养好处的宣传画贴满
了医院产检处的墙、小册子也早
早就发到了产妇及家人手上。母
乳喂养已经成为妈妈们的选择。
而二孩的产假只有三个月，产前

的教育与产后的政策形成了冲
突，让母乳喂养困难重重，成了
难以实现的事情。在工作与婴儿
之间奔波，让妈妈们辛苦异常，
更重要的是，这种奔波带来的是
妈妈们的焦灼与紧张，从中医的
角度讲，这种心态是不利于保持
母乳质量的，婴儿的健康往往会
因此受到严重影响。

延长产假是保障母婴健康
的必要条件。二孩妈妈普遍年
龄较大，产后的恢复需要更长
的时间，而婴儿的哺育也需要
妈妈最贴心的照料。一岁以内
的婴儿最脆弱，发育状况、疾病
预防、科学喂养都需要妈妈细
心的观察和爱护。而且，母婴健
康是全家人最重要的事情，任
何一个出现健康问题，都要牵

扯全家人的神经，不仅上了班
的产妇不能安心，亲人们都要
跟着奔波，由此影响的不仅仅
是一个人的工作，从全社会来
讲，劳动成本更高。

延长产假是体现整个社会
人文关怀的重要举措。在最需要
的时候给予关怀是整个社会所
不断提倡的，雪中送炭体现的是
社会的温暖，体现了人与人之间
最真挚的关怀。抛下嗷嗷待哺、
柔弱稚嫩的婴儿，强行逼迫妈妈
离开去工作，不是一个能够体现
关爱的措施。任何所谓的工作比
起人的生命与健康都是微不足
道的。把婴儿还给妈妈，把健康
还给母婴，是每一个家庭都热切
期望的，是整个社会应该做到
的。

我来抛砖

@我行我素wxws：今天走福山河滨
路自南向北，数了一下从区府街到永达
街路东有13个监控，路西的还没数。大约
有3公里左右，这么短的距离这么多监控
足可以申报吉尼斯了！

@我行我素wxws：从永
达街右拐河滨路都得留意，不
然的话就可能会压线，在福山
压着右拐弯的线就是违反交
规，要扣分罚款的。

@眸子：福山人民有福气
啊，老人小孩上街这得多放
心！

@歪歪小女子：建议市民
们去福山可以坐公交车。

@烟雨烟台：有啥大惊小
怪的，什么时候还看见福山的
交警上路执勤啊？

@回收金银：没啥可担心
的，按照交通规则开车的司机
根本不用怕，这些监控是专门
用来对付那些不按规则开车
的司机。

@dooss：最起码福山闯红
灯的车辆少了。

来源：烟台论坛

“单独二孩”离不开各方的关注

新闻：3月22日第23届世界水
日之际，湖北荆门漳河之滨再聚爱
水先锋、环保志士。第七届金龙泉
感恩漳河日暨漳河环保宣传行活
动启动仪式上，湖北省环保厅环境
监察总队总队长李永福、荆门市副
市长张尚贵现场舀取漳河水后直
接饮下，用行动呼吁护水爱水。（中
国新闻网）

点评：天天喝我才相信是真
的。

新闻：这些年，职业打假人已
成为一个行业。现年42岁的职业打
假人王海有四个打假公司，他透
露，去年的打假成本在400万左右，
总索赔额理论上有1000万。今年王
海打算加大投资，买1000万假货，
王海称打假和正义无关，赚了钱才
能更高尚，并给公司定了30万元的

“打假起步价”。（新京报）
点评：哪天王海亏钱的时候，

说明商家的良心回来了。

嬉笑怒骂

王维娴

国家规定生育第一胎享受
98天产假外，还可享受我省规
定晚育假60天。但对于生育二
胎来说，产假就只有98天，取消
了60天的晚育假。同样是生孩
子，待遇体现了差别，对于女人
来讲是不公平的。

先说怀孕所遭受不便，一个
正常人在肚子上绑上几斤重的
东西，每天行走做事，都算很辛
苦，如果再有妊娠反应，可谓更
辛苦。上了手术台生孩子的女人
都是从鬼门关走一趟，不管从身
体还是精神方面，都要经历一个
不小的创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母亲，都是母亲历尽生死刹那收
获的果实，所以生一胎和二胎都
是一样的经历，甚至是有过之，
因为生二胎时，一般的母亲年龄
增长些，身体自然没有年轻时候
强健，故此生育假期不能比一胎
差，甚至还要比一胎多休息才能
养好身体。

维护女人的特殊权益，是
国家惠民政策的范畴，毕竟男
女机体差异是无法弥补的，是
无法改变的生存法则。社会的
发展与女性的生育也有不容忽
视的关联，如果女人因为没有
产假或者产假不够拒绝生育，
像别国目前所面临的鼓励生育
却缺少响应的尴尬，影响人口
更新换代毕竟不是什么好事。
国以人为本，虽然我国目前还
不用堪忧这个问题，但还是需
要提高警惕。

同样生孩子

待遇要一致

福福山山监监控控数数可可以以申申报报吉吉尼尼斯斯

漫画：李艳梅

@山东工商学院环
保协会发了一则微博，
学生们到了“宋家庄桥”
附近看到了让人痛心的
一幕，污水汇入逛荡河
主道，污水浑浊臭气难
闻。不要以为水安全问
题离我们很远，该问题
不仅日渐突出，而且离
我们越来越近。治理水
污染成当务之急，对此
您有何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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