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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豆小麦这一年

他们为什么坚决不生？

——
— 一位两个儿子父亲的切身感受

如果重新再来一遍，
真的有点怕了
顾女士 "0 岁 儿子 9 岁
作为 9, 后第一代独生子女，我一直都没有兄弟姐妹的概念，
也从未想过有一天可以生两个宝宝。
前几天，听说新政策出来，
我也跟老公聊过，要不要再生一个？
他很喜欢小孩，但回答得斩钉截铁：
“不要生了，
一个够了。”其实这
话也说到了我的心里。
说真的，第一个宝宝养得实在太辛苦，一个孩子把全家人（包

括外公外婆、
爷爷奶奶）全都牵扯进来，累得人仰马翻。这个累不仅
是身体疲劳，
更多来自于精神疲惫。
哺乳假过完，
孩子谁帮你带？一个老人忙不过来，
还要再请一
个阿姨帮忙，于是，婆婆和妈妈，公公和爸爸，阿姨和婆婆，阿姨和
妈妈……家里迅速变得复杂无比，充满了各种“人际关系”。每个人
的出发点都是好的，但因为生活习惯不同，矛盾纠纷总是不时发
生，让人一个头两个大。宝宝上幼儿园前的三年时光，
如果重新再
来一遍，我们真的有些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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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往大里说，往远处想，宝宝逐渐长大，他的思想，他的学业，
他要交朋友，
他要踏上社会……所有的成长过程，父母都要承担很大
责任，
其中有经济方面的压力，
更有思想上的压力。
所以，我们最后决定，不再生了，用所有的爱陪着儿子一路长大。
我觉得，
或许只有一种假设可以让我们鼓起勇气生第二个宝宝，
那就是我们有足够多的钱，比如老公开公司当老板，钱多到我们不必
为生活操心，也不必为儿子的将来牵挂，我能在家当全职太太，我肯
定会考虑再生一个。我觉得这不是矫情，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生活。

周先生是快报忠实读者，
也是快拍小友。周先生有两个儿子，
一个叫土豆，一个叫小麦。土豆是哥哥，今年 9 岁，小麦是弟弟，
刚刚 " 岁。从小麦出生时起，周先生就用手机、卡片相机和单反相机完整地记录了兄弟俩的共同成长，去年 0 月 (- 日都市快报
上，
《土豆小麦亲亲两兄弟》图文并茂地表现兄弟俩的欢乐成长。
这一年多来，周先生依然坚持为两个儿子拍照记录，
昨天，
周先生又总结了两个孩子带来的两个方面的切身感受。

关于单独二胎
声音五花八门

生不起——
—这是最现实最直接的原因
章先生，
私企职员，妻子已怀孕 0 个月。
(- 岁，
章先生是独生子女，老婆有一个哥哥。
我其实很喜欢小孩，老婆刚怀孕时我跟她说：
“我们生 " 个孩
子吧，这次生一个，以后再生一对双胞胎。”我是独生子，从小就觉
得很孤单，希望家里越热闹越好。那时二胎政策其实还没出，也只
是我一个愿望而已。
现在有了这个政策，我们符合条件了，但是，又不想生了。
第一，怀孕生孩子太辛苦，不想老婆再折腾一次。以前总以为
生孩子很好玩，等老婆怀孕了才发现，其实一点不好玩，她长了一

额头的痘痘、经常腰酸背痛，想去哪里玩也要受各种限制，还有几
个月后即将面临的生产过程，
简直都不敢去想。
第二，
生不起。这也是最现实最直接的原因。我跟老婆都是外
地的，
来杭州 " 年吃吃喝喝玩玩，
觉得一切都蛮好。老婆怀孕后，
我
们才发现钱真的很重要。为了宝宝，我们火速买了房，上周刚刚跟
银行签了协议，接下来很快要当房奴，每个月还贷 0 千，房子还有
一年多才交付，这期间我们还要继续租房，房租 " 千。我们马上从
乐活族变成了苦逼族：还房贷、交房租、养孩子、供车子。两个人的
收入其实很有限，买房也把父母都掏空了，实在不好意思再跟他们
张口。

昨晚上，老婆还为这事伤心，觉得压力很大，我安慰了她很久，
日子总会慢慢好起来。至于孩子的事情，也许没办法给他（她）提供
最好的物质条件，但我们有一颗最爱他（她）的心，会让他（她）很快
乐健康成长。
你说，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还会去想生二胎吗？
（章先生老婆：等生完第一个再说吧，也许过几年条件改善了，
我们会考虑再生一个。我小时候老被哥哥欺负，但大了之后哥哥确
实对我很好，成家后有什么事情，我们也是彼此扶持能帮就帮，现
在想想，有个兄弟姐妹怎么都是好的。）

准备生二胎的小心了：
'( 岁的妈妈
是独生女，() 岁的女儿也是独生女，她
们老公都不是独生子，母女均可以生二
胎。如果父母先生了第二个孩子的话，女
儿生第二个孩子就违法了！如果女儿先
生了第二个孩子，父母后生二胎，则不犯
法。于是，将会看见外甥牵着小舅、小姨
出去买糖吃。中国式家庭！
—这两天微信微博狂转的一则笑
——
话

想给小孩最好的，
并且自己也活得轻松点，
不要一辈子都在围着孩子转
裘女士，私企职员，
(7 岁，女儿 ( 岁。
裘女士是独生女，老公有个姐姐。

不想再生一个了。
因为我们想给小孩最好的，并且自己也活得轻松点，不要一辈
子都在围着孩子转。
我身边也有生二胎的，我看看他们就觉得累。大人辛苦不说，
我是杭州人，老公是外地的，他在外企上班，我们家经济上还
小孩子其实也都比较脆弱敏感，小的生出来，大的会有意见呢。再
可以。
女儿现在是我妈妈带，已经给她准备好了学区房，我们全家都 说现在生孩子不像过去，生出来就完事。现在讲究优生优育，从准

（二胎）恐怕不是愿不愿生而是能不
能生的问题。现在压力大，
女性普遍提前
衰老 *+), 岁，男性精子质量下滑，致不
孕不育高发。
—有
—— “世界外婆”之誉的国家级名
老中医、上海复旦大学博士生导师俞瑾
教授说

备怀孕时就要各种讲究，更别提生出来之后学区房啊、兴趣班什么
的。教育是个大问题，两个孩子肯定是不能兼顾好的，我们有这个
钱也没这个精力。
我 们 全 家 也 没 有 重 男 轻 女 的 思 想 ，怀 女 儿 时 ，觉 得 生 个
儿 子 最 好 啦 ，但 女 儿 生 下 来 以 后 ，发 现 也 挺 可 爱 的 ，就 无 所 谓
啦。

你知道我现在每天睡几个小时吗？ 一晚上你知道我要起来几次吗？
林女士，
小学教师，儿子 ! 个月。
(- 岁，
林女士有个弟弟，老公是独生子。

上你知道我要起来几次吗？我没有一天是睡醒的……
养 孩 子 太 累 了 ，为 了 他 ，我 们 买 了 学 区 房 ，现 在 每 个 月 要
还房贷。最最恐怖的是，万一我们要再生个儿子，我们还能活
当然不想生啦，
完全没有这种打算！
（电话里林女士声音很响） 吗？
我妈为什么要生我弟弟？那是她觉得养个娃很简单，但是
你知道我现在每天睡几个小时吗？现在儿子天天跟我们睡，一个晚

时代不同了，现在我们不可能按照他们那一套来养，他们那个
年 代 有 安 全 座 椅 吗 ，有 各 种 婴 儿 车 吗 ，有 学 区 房 吗 ，有 兴 趣 班
吗……
太累了……确实，暂时，至少是暂时，我和老公都完全不想再
生一个。

家有两个小孩，首先就是感觉时间和
精力真的是不够用。虽然有爷爷奶奶、
外公
外婆住在同一小区，但是还是全家六口人
集体出动，穷于应付。从早上 ! 点半起来准
备早饭，送大的上学再回来送小的上幼儿
园，赶去上班，稍微安耽一点到下午 " 点多
开始，又是陆陆续续分别接回来，准备晚
饭，辅导功课，还要陪玩一会儿，洗澡讲故
事，一直到他们熄灯睡觉以后才会耳根清
净，喘口气。
没有孩子的时候，我和孩子他妈是嫌
美剧不够看，一周一集播出得太慢。有了两
个孩子以后，他妈是已经几年没有看美剧
了，连家里的电视机也几乎没有打开过。
每个星期的两天周末也是打扫家里卫生，
送两个小的上培训班，最多外面吃一顿饭，
几乎已经没有任何个人业余时间空间。
所以任何一个人在做出这个生二胎的决定
之前，一定要谨慎考虑，确保家里有足够的
人手或者自己的时间比较宽裕，否则按照
现在城市里对小孩子的精细照顾和教育投
入，妈妈需要全职才能勉强应付。而且孩子
不是其他东西，生下来就要负责到底，不是
看看不对反悔，
既不能退货也不能遗弃。

他们为什么纠结徘徊？
我和老公都很喜欢孩子，
问题是生下来，
谁带？
严女士 "0 岁 白领 独生女 老公有个双胞胎弟弟 儿子 * 岁半
我和老公都很喜欢孩子，没有“单独”政策前，我们经常调侃对
方，要加强体育锻炼啦，否则再想生个女儿就生不出来了……在明
知道政策不允许的前提下开玩笑，一点心理压力都没有，说过也就
算了。没料到，
“单独”政策真的出来了。
政策确定那天，我第一次认认真真思考了一下，要不要再生一
个孩子？从备孕开始想起，
刚刚怀孕时吐得要死，去住院保胎，
怀胎
十月的艰辛，生育的痛苦就不说了，
生过一次的妈妈们，
都懂的。
最最重要的是，
生下来之后，
怎么带？

老公：
养个小孩成本太大了

父母年纪都大了，带一个孩子已经有点力不从心，好不容易把
孙子带大，眼看能轻松点，又要他们再从头去带大一个小婴儿，当
儿女的会不会要求太多？
就算父母愿意帮忙带，孩子长大后的教育也是个大问题，比如
两个孩子的兴趣班就要分两批人陪伴，我和老公工作都很忙，一个
孩子都管不过来，两个孩子怎么管？如果不能给他（她）很好的教育
和成长环境，还不如不生。
这么一想，
就把刚刚兴起想生二胎的念头给压制住了。
当天傍晚，老公打来电话问，想不想再生一个？原来他也在想
这个事情，而且同样纠结了很久。我和他分析了其中的利弊，两人

当晚就决定不再生了。
结果第二天早上，
儿子起床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跑到我们床前，
抱
着我说：
“我最喜欢妈妈了。”
娇嫩的童音简直甜透人心，
我又动摇了，
小宝贝多可爱多好玩啊，
如果能再生一个女儿，
人生就完美了……
至今，我和老公还在动摇和纠结之中，隔三差五就有一场关于
生还是不生的辩论，不仅仅是为了说服对方，更多的时候是为了说
服自己，天平的两边不时倾斜，很难有定论。
不知道这种突如其来的纠结还要持续多久，我今年 "0 岁，直
面 "* 岁高龄产妇的门槛，如果这两年里再不决定，之后可能也就
不用再做决定了……

老婆：
这是个机遇，
错过就没了

何先生，
公务员，
女儿 * 岁，
是奥运宝宝。
"- 岁，
何先生有两个姐姐，老婆是独生女。

是那个顶级的早教机构，风里来雨里去，每个周六都要送过去。女
儿是过敏体质，从出生到现在，是医院老病号了。虽说也请了住家
保姆，
但仅仅这样，
我们已经吃不消了。如果真的请父母带孩子，
两
（你老婆说你不想再生一个？）
代人教育理念不一样，
会产生更多的矛盾分歧。
哈哈！也不能完全这么说。
但是，如果真的生第二胎，我想要儿子，儿女成双，如果是儿
现在虽说有这么个政策，
但一切都需要通盘考虑……
子，我应该愿意生的，如果是个女儿，那……那就感觉意思不大了。
目前我俩的生活状态都比较稳定，万一生二胎出现什么风险， 不过我女儿倒是希望有个小妹妹。
会打破现有的平衡状态。双方父母都很想子孙满堂，
他们的愿望更
强烈，我爸妈极力怂恿我们再生一个，说如果我们管不过来他们来
吴女士（何先生妻子）
管，我自己其实是无所谓的。
啊，他竟然直接跟你讲想生儿子？……这也不能完全怪他，他
唉，养个小孩成本太大了。我说的不是经济上，主要是精力上。 们老家那边就都喜欢儿子的，
但我们家最宠女儿的就是他。
比如我们女儿，几个月的时候就要上萧山的“金宝贝”
，对对对，就
其实，做生不生二胎这个决定，更不容易的是女人而不是男

但两个孩子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家永远是人气爆棚，永远没有冷清的
时候。除了哭声、
尖叫声，就是笑声。两个小
孩子可以自己一起玩耍，不会缠牢父母，可
以让父母腾出一点时间做事情，也不会像
独生子女一样只能一个人呆呆地看电视或
者玩 #$%&，哪怕是相互嬉戏争吵抢夺告状，
应该也是对大脑的一种刺激，锻炼他们的
思维和语言能力吧。本来哥哥小的时候一
个人睡小房间会害怕，夜里经常惊醒，现在
两个人一起睡一个房间，弟弟虽然只有 "
岁，也能自己独立睡觉了，因为有哥哥给他
壮胆呢。而且小弟弟因为一直跟在比自己
大好几岁的哥哥后面追赶，很多方面就会
发展得比较超前一点。因为哥哥学游泳，他
也从小在水池里泡着，
" 岁就能站着从上面
淋下来洗头。家里孩子多就不大会娇气，因
为任何一个都不再是家里唯一的小太阳
了，不会挑食，因为挑食就全被另外一个吃
了；不会刁蛮无礼，因为耍赖大家就不理睬
他了……

人。十月怀胎的风险、哺育孩子的艰辛……妈妈都是最苦的。在原
始社会，人们生了小孩也都是妈妈带的多啊。
但是我还是想再生一个。怎么说呢？我感觉这是个机遇，怕错
过就转瞬即逝了。我已经 "* 岁，还能生，但是如果犹豫，过了几年
再想生，恐怕有心无力，身体也不允许了。
我考虑再生一个还有个原因，让女儿有个伴儿，消除独生子女
的劣根性，对小孩子的性格成长比较好。再说，双方家长都支持我
们生啊。像他两个姐姐，想生二胎都没资格呢，我们现在有这个资
格了，他却还在犹豫……
生男生女对我来说都无所谓，我更希望是个女儿。女儿多贴心
啊，以后的经济成本也会相对低一些。

生了第二个跟谁姓？ 我和老公接连吵了好几天
闵女士，
儿子 * 岁，夫妻双方收入稳定，
经济状况良好。
"! 岁，
闵女士是独女，
老公有两个姐姐
前几天因为生二胎的问题，
我跟老公吵了一架。我俩都同意再
生一个，
其实五六岁这样的年龄差挺好的。两个小孩有个伴儿，
一起
成长，
多好。我小时候很孤单的，
现在年纪大了，
父母年纪也大了，
我
以后要一个人照料他们。家里有个什么事，
也都是我一个人来承担。

如果再生一个，
我相信就算小时候儿子没什么特别感受，
等他大了，
也会深深感受到弟弟或者妹妹，
是我们做父母的送给他最好的礼物。
但是我和老公还是为这个小孩问题吵起来了，现在问题搁置
起来，谁也没再提。
我们的分歧在于：
第二个孩子跟谁姓？
当初生儿子时，因为政策没放开，我们压根没想过这问题，孩
子很理所当然地跟着爸爸姓了。

但是现在可以生了。我就跟老公提出，第二个要跟我姓，他不
同意，他说这个也是他们家的，当然跟他姓。然后我们就掰了，我也
不想生了，平常他说爱我那都是假的。
跟谁姓的问题，当然很重要。很多地方不都是头胎跟男方姓，
二胎跟女方姓嘛，我身边也有这样的例子，
一人一个，多好。
算了，先不想了。再说，我还担心自己生不出呢，身体已经大不
如前了，生孩子很痛苦的，当初顺产生我儿子，
真是生不如死……

小麦刚出生，
土豆就很喜欢这个弟弟。（本报资料照片）

阿杰和阿花在 (,), 年结婚，次年生
下了一个女儿。(,)( 年 - 月，阿花到户
籍所在地白云区金沙街凤冈居委会申请
再生育一名子女。居委会计生办调查后
称，由于女方阿花的父亲在离婚前与人
非法同居，并另行生育下一双儿女，因此
阿花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独生女”，因此
她和阿杰并不能适用“双独”夫妻可生二
胎的政策。
—
——《南方都市报》!! 月 !" 日报道
“单独二胎政策出台，阿杰的父亲再
也不能出事了！”
—有微博网友评论
——

近日，一项针对生育意愿的调查显
示，有约 ./0 的网友表示想要生两个或
以上的孩子，而有 )10 左右的未婚网友
表示会改变择偶标准，以后更倾向于选
择独生子女。
—南方日报
——
《你也会因为“单独二
胎”
政策改变择偶观吗？》
二胎政策一放开，积累十几年、具备
生育条件、有生育愿望的夫妻，都会赶在
(,)0 年底和 (,)* 年生育二胎，这么大
的婴儿潮前所未见。他们以后的入学、就
业等对社会的冲击，我们都准备好了吗？
—一位网友
——

“单独二胎”新政对于二级市场上的
股票来说并非全是利好，人福医药2+
)3,(4 资金 研报5昨日就出现了逆市下
跌。受益“单独二胎”新政利好，婴童概念
板块有 - 股强势涨停，但主营安全套等
产品的人福医药昨日表现不佳，在大盘
整体向上背景下反而出现下跌，最大跌
幅逾 (4，收盘以 ,6-78的跌幅报 (*3*元1股。
—中国经济网
——
《二胎政策打击计
生用品 人福医药“躺枪”下跌》
这里面有一笔账，根据专家估计，解
放二胎每年要多生 ),, 万个熊孩纸出
来，
而要命中一发，平均大约要开 ), 炮，
这样一来，一年将少消费 ),,, 万个套
套。
——
—证券中国网：# 股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