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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自带孩子、与朋友少了联系、与社会脱轨……

全职妈妈的酸甜苦辣
无薪职业：
本报讯 如今，随着二孩生育
进入高峰期，越来越多的职场女
性再次回归家庭，当起了全职妈
妈。全职妈妈不用上班衣食无
忧，看似令人羡慕，其实也是酸甜
苦辣全都有。近日，记者对此进
行了调查采访。

职业女性
为孩子回归家庭

“我身边就有好几个全职妈
妈，感觉这几年越来越多全职妈
妈了。”市民蔡女士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她是一名全职妈妈，本
来在一家服装设计公司上班的
她，在生了二胎后就辞了工作专
心在家相夫教子。蔡女士告诉记
者，老大刚出生的时候，她的公公
婆婆还有体力可以帮忙带孩子，
但是现在老人家年纪也大了，一
下子要让他们帮忙照顾两个孩
子，也有些力不从心，所以她在和
丈夫商量后，去年她就辞掉工作
专心在家当起了全职妈妈。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让大多
数年轻妈妈重回家庭的重要因素
多是没人帮忙带孩子。市民小林
告诉记者，她在生孩子之前，对于
没人带孩子这件事本来并不担
心，“我一开始觉得没人带，我就
请保姆带好了。”小林说，直到孩

子出生后，她托人四处寻找保姆，
才发现请保姆的费用并不便宜，
有的保姆开出的价格甚至比她的
工资还高，“想想还是放弃请人，
都自己带了。”
也有的年轻女性家庭条件很
好，不是缺人手更不缺钱用，但她
们也选择了回归家庭，理由是为
了更好地陪伴孩子成长。市民宋
女士就是这样，她原本在机关单
位工作，为了可以有更多的时间
陪伴孩子，她辞职在家专注于孩
子的教育，“工作是做不完的，但
是孩子的成长过程错过了就不能
回来了，我很珍惜可以和她相处
的时间。”宋女士说，起先她也很
犹豫，但是现在她特别庆幸自己
当初的决定。

全职妈妈
感觉自己与社会脱轨

做全职妈妈不用上班，家庭
经济条件一般都不错，是很多人
羡慕的对象。而实际上，她们也
有着别人难以体会的烦恼。今年
29岁的小王自从有了孩子后，她
已经四年多没有工作了，“很多人
都觉得不上班很幸福，其实压根
不是他们所想的那样。”小王说，
在家里她要承受来自公婆和丈夫
的压力，只要孩子一有点小碰伤

或者哭闹，公公婆婆就会认为她
没用心带孩子，有时候孩子半夜
闹觉，丈夫不仅不帮忙，甚至还会
说些让她十分委屈的话。
“我已经忘了有多久没和姐
妹淘一起出去逛街吃饭看电影
了。”今年27岁的小杨说，在朋友
眼中她曾经是一个特别乐观的
人，但是自从当了全职妈妈后，她
觉得自己变得越来越不像以前的
自己了，在家里时间长了，加上每
天关注的都是孩子和家务，小杨
逐渐感觉自己与社会脱节了：对
外界的变化不再敏感，跟以前同
事、同学交流，也少了共同话题。
“现在拿起手机，只会在一些妈妈
群和育儿群里和人家聊天。”
有的妈妈认为，等孩子再大
一点就可以有自己的时间，也可
以再回归到职场，但是也有一部
分妈妈表示很迷茫，也没自信，一
位妈妈表示，她现在每天都在烦
恼，如果重新找工作的话，还有人
要吗？以前那些经验还能不能跟
得上，还适应得了吗？

午后，不少妈妈都会带孩子到公园玩耍

示，就算以后有了孩子，她也希望
能坚持原来的工作，“无关家庭条
件的问题，而是我觉得女性如果成
了全职妈妈，感觉就会和这个社会
脱轨。”该市民说。另一位市民刘
女士则表示，她身边许多全职妈妈
辞掉工作后，生活反而更单纯一
些，她很喜欢这样的生活方式，如
果以后有了孩子，她不介意为了家
庭、孩子辞职，做全职妈妈。采访
中，记者发现，大部分女性都不愿
意当全职妈妈，不愿意因此而改变
大部分女性
生活方式。
不愿意当全职妈妈
另外，对于全职妈妈们要如
随后，记者也针对“如何看待 何避免产生心理困境，营造灿烂
全职妈妈”这个问题采访了几位 多彩的生活，记者也采访了相关
还未有孩子的女性。一位市民表 专业人士。专业人士表示，人生

角色的转换、生活节奏的变化、抚
养孩子的压力等，都会影响全职
妈妈的心理，如自己不懂调节，情
绪释放的途径缺乏，加上某些外
因强化，就会形成心理疾病。同
时，专业人士还建议，全职妈妈自
己要做好生活规划，不要因孩子
和家务而失去了自我，继续保持
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回归家庭
之前，先做好心理准备。孩子大
一些后，自己还上不上班，也要早
做打算。
家庭亲人方面，要对全职妈
妈多点理解，尤其是丈夫，不要忽
视妻子的情绪，周末等假期多带
妻子去外边玩玩，免得天天闷在
家里。
（记者 蔡怡婷）

嫌代驾开太快
车主醉驾又作伪证
车把代驾打了，代驾当
场倒地。随后，他自己
驾车带着朋友回到小
区，回想代驾有报警，他
怕 自 己 吃 亏 ，也 报 了
警。后来，他被民警带
回派出所，看到一股酒
气的他，民警要求做酒
精测试。但是施某恩觉
得自己是报警人，认为
民警的要求不合理，拒
绝配合吹气，但还是被
民警强制送医抽检。经
鉴定，施某恩血液中乙
醇 浓 度 为 183.10mg/
100ml，属于醉酒状态。
后被公安机关取保后，
为了逃避处罚，指使许
某某（另案处理）作伪
证，谎称他酒后驾车回
到家里，有继续饮酒。
经石狮法院审理查
明，被告人施某恩在道
路上醉酒驾车，又指使
他人作伪证，公诉机关
指控的两项罪名成立，
遂作出上述判决。
（记者 郑秋玉 通
讯员 王顺玲 支丁丁）

中秋未到 月饼已上架

闽南什音走进新湖社区

本报讯 近日，由新湖社区、石狮市文化馆主办，石狮市闽南什音协会承办的石狮市非遗（闽南什音）进社区活动在
新湖社区开展。
活动中，闽南什音协会的艺术家们用悠扬的歌声为社区群众们演奏了多首闽南什音，让慕名而来的听众们一饱耳
福。据了解，闽南什音作为石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着人类文化遗产的精神高度，以这种方式走进社区，不仅可以
促进和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还可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
（记者 陈嫣兰）

14 辆货车因违法超载被查处
本报讯 为保障道路
运输安全，有效遏制货车
超载、摩托车违法行为，
近日，我市交通局联合市
交警大队十一中队组成
联合执法小组，在沿海大
道附近对货车超载、摩托
车违法行为开展统一整
治行动。
行动中，联合执法小组
在沿海大通道永宁段采取
定点设卡的方式，对过往货
车、摩托车进行逐一检查，

女友开房被发现
男友殴打他人
本报讯 发现女友
与他人开房，刘某不
仅叫来朋友打伤了对
方，还要求对方支付
费用。日前，石狮法
院就此案进行宣判，
被告人刘某因犯抢劫
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三年二个月，并处罚
金四千元。被告人彭
某金作为刘某的朋友
因为意气参与此事，
也因犯抢劫罪被判处
有期徒刑三年十个
月，并处罚金四千元。
今 年 22岁 的 刘
某，四川人，他与小玲
（化名）是男女朋友关
系，而小玲在石狮某
酒 店 KTV包 厢 里 陪
酒。去年12月26日晚
11时许，被害人徐某
到小玲上班的酒店包
厢喝酒，并让小玲陪
酒。次日凌晨 3时，徐
某与小玲约定以 1000
元价格到另一家酒店
开房。因双方都没带
身份证，小玲就向该

酒店保安贾某天（另
案处理）借身份证开
房。到了房间后，徐
某 向 小 玲 支 付 了 500
元。
“贾某天发现我女
朋友和别人开房后，
就打电话给我。”据刘
某供述，他十分生气，
来到酒店后，他让贾
某天叫来彭某金、周
某亮（另案处理）等人
冲到房间，两次对徐
某进行殴打，还拿出
菜刀威胁徐某让他再
支付 1300元。今年 2
月 28日，刘某、彭某金
被公安机关抓获。
石狮法院审理认
为，二被告人伙同他
人，共同以非法占有
为目的，采取暴力、胁
迫手段强行劫取公民
财物，其行为已经构
成抢劫罪，而彭某金
属累犯，遂作出上述
判决。
（记者 郑秋玉 通
讯员 黄子杰）

在家玩手铐
结果把自己铐在床头
本报讯 日前，一男子报警称自己在家玩手
铐，结果把自己铐在了床头。晋江青阳消防中队
接到报警后，立即派人前往现场进行解救。
当消防官兵到达现场时，只见一男保安坐在
铁架床下铺，右手被手铐锁在铁架床的栏杆上。
官兵尝试用断电剪剪断右手的手铐铁圈，但是由
于手铐夹得很紧，加之无固定点无法顺利破拆，
官兵只能用断电剪将手铐的连接处剪断。此时，
民警也赶到现场，用手铐钥匙打开手铐。
（记者 洪亚男 通讯员 吴文霞 黄烤生）

“七五”普法 案例警示

本报讯 与友人聚
餐，酒后叫代驾，但因嫌
代驾开车速度太快，车
主施某恩一气之下把对
方打了，还自己开车离
开了。随后，自己报警
自投罗网。在被取保
后，为减轻罪行，他又叫
人来作伪证。日前，被
告人施某恩因犯危险驾
驶罪、妨碍作证罪，被石
狮法院合并判处两个月
十五天，并处罚金6000
元。
今年 52岁的施某
恩，晋江人，家住石狮。
今年 5月 8日晚 6点左
右，他跟朋友在石湖码
头某大排档聚餐，其间
喝了不少酒。而当酒过
三巡后，醉意十足的施
某恩准备离开，当晚 9
点，他叫了代驾，并带上
朋友准备回家。车辆行
驶至市区福辉路与北环
路交汇的灯控处时，因
代驾速度过快，施某恩
与代驾发生口角，代驾
下车后，他趁着酒意下

8月 12日，我
途经海西电商园 时间
：8月
遇到了许久未
给 区，
见的老友小张。 记天气：晴 12日
在聊天的过程 者：王文豪
企 中，小张提起，
前几
业 日，他受邀到市政府相
更 关部门开会。这个会议让他感触
很深。
“不像以前，那天开会的氛围
多 非常好，
大家在一起就像朋友一
样，
各抒己见，
十分融洽。”小张对
的 我说，看似话家常的会议，
还安排
﹃ 了专人进行记录，而对于每个到场
石 的企业家的发言，记录人员都做了
狮 详细的整理。
活动结束后两天，他便接到
部门人员的来电，
关 张共同敲定时间，部门人员还与小
深入了解并帮助
解决小张活动当日所表述的难
怀 题。不仅如此，“一对一帮扶”还帮
﹄ 助他了解到了更多的服务阵地和
资源，拓宽了自己的发展渠道，而
这个举动让从外地来到石狮打拼
多年的小张感到很暖心。
近几年由于多种因素，不少企业面临改
革，头顶重重压力的企业家们更是积极寻求
解决方法。眼下，政府部门通过指定工作人
员挂钩、深入企业、倾听企业的诉求、指导企
业解决运营中存在的困难等方式获得了许
多人的赞许。应该说，
“石狮关怀”让大家有
了更多自信。

一旦发现违法车辆，立刻进
行严处。据了解，此次行动
中有68辆货车接受检查，
其中14辆货车出现违法超
载行为，被查扣处罚。
此次行动的相关负
责人表示，接下来将继续
加强交通综合执法力度，
发现超载违法运输行为
一律严查，保障道路运输
安全。
（记者 蔡怡婷 通讯
员 许文裕）

本报讯 虽然距离
中秋节还有近两个月
时间，但是，近日记
者走访时发现，我
市月饼大战已经
打响。在市区一
些超市中，今年
的月饼新品已被
摆到比较显眼的
位置。超市工作
人员介绍，跟往年
相比，月饼上架的节
奏又快了，今年中秋节
与国庆重合，或会冲淡月
饼的销量。此外，提前上
架可让市民在中秋节前先试试口味，便于中秋节
期间的集中销售。
在狮城广场的一家大型超市里，记者看到不
少月饼礼盒被摆在了超市很显眼的位置，还有导
购在进行销售。现场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今
年上架比往年有所提前，一是今年中秋节与国庆
节重合，可能会冲淡月饼的销售量。“现在基本都
是在展示，真正集中上市销售应该要等到下个
月。”该工作人员说。
走访中，记者发现，除了超市外，一些蛋糕
店、饮品店也推出了不少手工制作月饼礼盒，且
价格也大不同，价格多在80-260元之间。“现在买
的人比较少，应该还要再过段时间买的人才会增
多。”一蛋糕店的负责人表示，目前月饼的价格还
算便宜，等到接近中秋节，价格有可能会有所上
调。
（记者 蔡怡婷）

别让孩子在喷水池嬉戏

民建石狮第三支部捐助 3 名贫困学子
本报讯“你们一定要好好努力学
习，将来回报社会！”8月12日上午，在
南华轩五楼“民建会员之家”，民建石
狮总支部第三支部举行捐助本地贫困
大学生仪式，向吴俊杰等三位本地贫
困大学生每人发放助学金5000元。
据了解，民建石狮第三支部自

2012年组建以来，围绕“爱国爱民、参
政议政、促进发展”目标积极开展各
项活动，并热心社会公益事业，每年
定期到石狮仁爱学校慰问师生，关心
关爱特殊儿童。此次捐助的3名贫困
大学生，由民建石狮第三支部负责两
人，石狮市隆迪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一

人，他们每人每年将获得5000元的资
助，直至大学毕业。此外，民建石狮
第三支部主委、石狮市隆迪贸易有限
公司董事长李盛芳还给每人一次性
另发1000元，用于他们购买学习用品
和日用品。
（记者 周进文）

石狮二幼 2011 届毕业生探访母校
本报讯 昨日上午，石狮二幼2011
届毕业生回到母校，在母校原园长杨
璇璇，现任园长洪银晓等老师的带领
下参观了焕然一新的校园。
洪银晓老师向到场参观的学生及

学生家长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石 位同学在即将开始的初中阶段取得更
狮二幼自1995年创办以来，在各级领 大的成绩。
导的关心和支持下，取得了长足的发
学生们还向学校赠送了题为“桃
展，学生首次组织探访母校活动让全 李芬芳”的纪念牌匾。
体老师倍感荣幸，深表感谢，并祝愿各
（记者 李琳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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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记者在世茂广场看到，该广场
内的一喷水池附近聚集了不少市民。随着水柱从
地面上涌出，不少市民拿出手机，记录下这精彩的
瞬间。但现场却有着一些不和谐的场面：一群孩
子冲进喷泉中来回跑跳着，还试着用脚堵住喷泉
的出水口，而孩子父母则坐在不远处的椅子上看
着孩子嬉闹，此举也引来了其他市民的不满。“本
来是用来观赏的，现在变成孩子玩耍的地方，还把
水弄得到处都是。”与记者同行的一位市民说，喷
泉区地面沾了水十分湿滑，孩子在里面奔跑容易
滑倒摔伤，而且喷泉水温较低，容易着凉。“还是希
望父母不要让孩子进入喷泉池嬉闹，不仅不安全，
还影响美观。”该市民说。
（记者 蔡怡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