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母亲就是能用生命去保护生命的人
母亲节，听一听几名女性由女孩成为妈妈的角色转换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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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对孩子有着发自肺腑的、天然的爱，“母亲”这一角色总是被歌颂。我们实际上是在歌颂付出——— 一种倾其所有有、不
计回报的付出。我们对“母亲”的角色倾注了太多的期望和要求，因为“母亲”和“奉献”往往紧紧捆绑在一起。但实实际上，当一
个女孩成为女人、成为妈妈，角色的转变意味着什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过程？母亲节来临之际，我们跟几位年轻的妈妈妈谈
了谈。不仅仅是聊“母亲”这一身份，更多的是女性成为母亲后，对她们自身带来的改变。

文/片 记者 郭春雨

见到孩子第一眼
没感觉多么喜爱

和想象的不同，很多妈妈见
到孩子的第一眼，并没有感觉到
多么喜爱。

这其中最大的原因，可能是
因为“疼”。

在生宝宝的时候，雯雯在产
房经历了十几个小时的挣扎———
没有什么词能够复述出当时的

“疼”，只能形容为“挣扎”。
孩子出生前产妇子宫收缩会

产生剧痛，医学上把这种疼痛定义
为仅次于烧伤痛的9级。在宫口开
了十指之后，疼痛已经到了最剧烈
的时候。按照预期，孩子将能在两
个小时内出生，但因为胎儿过大、
胎位不正，医生建议顺改剖。

在麻醉之后，雯雯陷入昏迷，
醒来时手术已经结束，她在迷迷
糊糊中听到有婴儿的啼哭声。

“我当时不知道这是我的孩子，
还在想，病房里不是就我一个人
吗？”雯雯说，医生把孩子抱到她
身边，贴近她的脸颊，让妈妈亲
亲自己的宝宝。

“太疼了、太累了，我当时都没
有劲能看她一眼。”雯雯说，跟电视
剧等演出的温馨画面不同，和孩子
的初次见面，自己根本没有精力去
看孩子的样子，也没有“这是我的
孩子”那种牵绊的心情。

对于产妇来说，疼痛是持续
的。和顺产的疼痛不同，剖宫产的
疼痛则主要在生产后袭来。除了伤
口疼，生完第二天产妇必须得下床
走动，这样能促进恶露排出，也能
够促进子宫收缩。

“我当时记得特别清楚，爸妈
站在我床的两侧，想要扶着我站起
来。但是我太疼了，疼得直冒冷汗，
屏住呼吸也没有办法坐起来下
床。”雯雯说，和宫缩的痛比起来，当
时的痛简直无法形容，“我现在想
起来都觉得害怕，那次的疼回忆起
来，让我觉得再也不想生孩子了。”

同样是经历了剧烈的疼痛，张
蔷觉得，最疼的是婴儿的哺育。

“当时没有奶水，找了催乳师
按摩，按得太疼了，当时感觉疼得
都蜷缩了。”张蔷说，在有了奶水之
后，因为孩子嘴劲儿大，吃奶的时
候把乳头咬伤了，当时还得了乳腺
炎，怕吃药不好，一直硬挺着。

除了疼，围观的羞耻感更让人
难受。催乳师为张蔷按摩时，妈妈、
婆婆以及一些女性长辈都站在旁
边，一起围观、指点。包括如何排恶
露、如何抱孩子、如何喂奶等，产
妇的隐私在孩子的生育、养育面
前变得不再重要，“生了孩子之
后，感觉自己没有隐私了，所有的
一切都是围绕着孩子，被公开、被
围观、被讨论，这个过程对于我来
说，比生育更加难熬。”

没有一种疼痛
是天经地义

生育，带给女性的疼痛和挑战
远远不止这些。

“其实很多女性都会有产后
痔疮，会漏尿。只是多数情况下，
女性会回避这些问题，就好像女
人忍受这些是天经地义的。”晓
晓说，在生产之前，没有人告诉
自己生孩子后会得痔疮，会因为
打了一个喷嚏而漏尿，至于妊娠
纹变色等的“小毛病”，几乎可以
忽略不计了。

“大家对生育的问题，了解和
讨论真的太少了。”晓晓说，大家歌
颂生育，却回避了生育给产妇带来
的问题。自己所遭受的疼痛和困扰
并不是个例，很多人喜欢拿以前母
辈那些生七八个还下地干活的女
人说事儿，实际上并不是母辈不会
经受这些细碎的折磨，而是她们不
会去说，不会去表达。

很多女性就是因为在生产之
后没有好的治疗，以至于落下所
谓的“月子病”，甚至子宫脱垂，

“但她们羞于启齿”。
有数据显示，中国成年女性盆

底疾病的发病率约为50%，就诊滞
后约为10年，原因是许多人都认为
生完孩子的女性或老年人都会有
漏尿之类的问题。盆底疾病已成为
严重影响女性生活质量的社会问
题。不仅如此，农村女性妇科病患
病率显著高于城市女性。

“这些问题，你往往没办法开
口。”晓晓说，在“无时无刻照顾
孩子”和“去上复健课程”的选项
中，自己选择了去进行复健训
练，这就需要提前把奶水给孩子
储存在冰箱里。

实际上，作为家庭条件很不
错的新女性，晓晓在出了月子后
第一时间就报名了一小时超千
元的复健班，有一对一的专属私
教会指导，还会根据身体情况制
定健康方案。

“就连我妈都不理解，她觉
得女人都是这样的，为什么我不
可以。”晓晓说，对于女性生育后
的一些感受被淡化了，有时候提
出来，反而会被列为个例，会被
归类于“个人体质不好”，甚至是

“矫情”“娇气”。

我会是一个
合格的妈妈吗？

不仅如此，除了身体上的疼

痛，很多新手妈妈的心理也承受
着巨大的挫败感。有了孩子之
后，雯雯曾经觉得自己是一个很
差劲的妈妈。

“我不会抱，或者说我不敢抱
她。”雯雯说，自己觉得成为母亲
是一个顺理成章的过程，对此已
经做好了准备。而现实是，照顾
一个小婴儿千头万绪，她需要重
新开始学习，一旦做不好，就觉得
自己很差劲。

同样陷入自我否定情绪的
还有王蒙。王蒙告诉记者，在生
育之后，自己曾经长久地陷入自
我否定之中，看到孩子会特别焦
虑，会觉得自己照顾不好他，而
丈夫当时一直在出差，主要是婆
婆在照顾月子，想要发火都找不
到发泄点。身体上的疼痛加上心
理上的压抑，最严重的时候，自
己会在半梦半醒中觉得要抱着
孩子从楼上跳下去——— 有一次
孩子哭了，自己一激灵醒过来，
觉得特别后怕。一直到走出来
后，回忆那段时间，才觉得自己
是产后抑郁。

按照医学的概念，产后抑郁
的发病原理复杂。医学上一般认
为，产后女性体内激素水平的急
剧变化是最大诱因。此外，遗传
因素、心理因素以及分娩之后产
妇面临的环境都可能引发产后
抑郁。

据中国精神科医师协会2017
年的统计，在我国，有50％～70%
的女性都会在生产后出现抑郁
倾向，而最终发展成产后抑郁症
的概率在10%～15%。

“这时候家人的帮助至关重
要，我觉得理解最重要。”王蒙
说，“感谢我几位女同学。我们当
时组建了一个群，她们每天都会
在里面和我交流，安慰我，告诉
我这些很正常，指导我照顾孩
子，陪着我走出来。”

孩子带来的幸福
是付出加满足

有媒体在母亲节做了一项调
查，在700多人中，选择“如果再选一
次不会做妈妈”的人超过40%。

“为什么会后悔呢？我不后悔。”
有一个两岁零八个月儿子的文平，
觉得孩子是比她的生命更珍贵的
存在，母亲这个身份给她带来无尽
的幸福，但她坚决不再要二胎了。

文平原本期待有个女儿，但儿
子到来之后，她很快发现自己对这
个软软的、暖暖的小生命有了澎湃
的爱意：和孩子在一起，几乎每个
瞬间都有了新的意义。看着他吃东
西，陪着他走路、玩玩具，照顾他的
生活起居，为他手洗小衣服，听他
软软糯糯地喊着“妈妈”……在文
平看来，孩子带来的幸福，是一种
付出也满足的幸福。

孩子也有调皮的时候。有时候
孩子生病，她要带着儿子看病、喂
药，晚上要一直抱、量体温，小孩有
时还不配合，她觉得自己快绷不住
了，常常是把孩子照顾康复了，自
己累得病倒了，“有孩子也挺好，但
有孩子也挺难的”。

刚有孩子的时候，孩子晚上要
吃奶，睡眠被零碎地切割成了无数
块，现在孩子已经不需要自己晚上
再多次醒来照顾了，但是即使有长
辈帮忙，她还是很多事要操心：儿
子穿的衣服够不够，出去玩有没有
出汗，出汗后有没有喝水……

文平是一名化妆师，也是工作
狂，开了一家工作室，服务对象有结
婚的新人，也有演员、主持人等，经
常需要黑白颠倒地往各地跑。怀着
孕的时候，她还会为了工作爬山，甚
至从一米多的风景船上往下跳。

有了孩子之后，一切都改变
了。离开孩子超过两个小时，文平
就觉得自己受不了，总是忍不住会
去想孩子，总在想孩子会不会同样
在想她，会不会闹着找妈妈。

“我现在会刻意控制我离开他
的时间，从一两个小时，慢慢过渡
到三四个小时，再到五六个小时，
让孩子逐渐适应。”文平说，她觉得，
不是孩子离不开自己，是自己离不
开孩子。

作为母亲的压力太大，付出也
太多，但文平觉得等孩子上幼儿
园，自己还是要拼事业，“为了孩子
做一个好榜样”。

在记者采访的多位母亲中，所
有的母亲都说了很多育儿过程中
的崩溃瞬间：孩子生病了，孩子不
听话了，和长辈的教育理念不一
致，丈夫作为“队友”不够给力，等
等，但是说起幸福的时刻，则是有
了孩子之后的每一个瞬间。

“孩子越大，我越觉得爱她。她
现在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牵挂。”
雯雯回忆，从什么时候爱上自己的
孩子呢？可能是给孩子喂奶的时候
吧，“你拥有着她，她拥有着你”。

编
者
按

在女性成为母亲之后，很多
家庭的关系也重新被定义。

好几位年轻的妈妈，向记者
抱怨自己的老公，宁愿在单位加
班，也不愿意回家去陪孩子。

文平觉得，孩子爸爸算得上一
个“好队友”，虽然工作忙，也经常出
差，但是只要他回家，就会陪着孩子
一起玩耍，给孩子喂饭、洗澡、哄睡。

文平说，每年母亲节，丈夫都

会给自己买一朵花，虽然只有一
朵，但是她已经很知足，“尽量不去
计较太多，别比较太多，家庭就能
和谐”。

还有的年轻妈妈，在生孩子
之前，对老公有诸多不满，但是有
了宝宝之后，反而看到了老公“隐
藏”的闪光点。

“晚上孩子醒了，他会马上起
来抱着，还会给孩子换尿布。孩子

生病的时候，为了安抚孩子，几乎
整宿抱着孩子。”裴珺说，丈夫比
她小三岁，之前她一直觉得丈夫
太爱玩，还有点“妈宝”，但是有了
孩子之后，丈夫的种种表现，让她
觉得“没有嫁错人”。

同样被重新定义的还有母女
关系。

“生完孩子之后，我被护士推
回病房，当时觉得特别冷，冷得我

浑身都在打战。当时病房里乱糟糟
的，有的在看宝宝，还有的在忙着
招呼来的亲戚。只有我妈一直拉着
我的手陪着我，调空调温度，去找
护士要棉被给我盖上。”雯雯说，在
生孩子之前，作为家里的独女，自
己常常跟母亲吵架，但是经历了生
育之后，才深刻地理解了作为母亲
的付出和牺牲。在身体好转一些
后，雯雯发了这样一条朋友圈：“等

待了漫长的286天，千呼万唤等到
了我的女儿，直到我生孩子的那一
刻，我才明白，母亲就是那个能够
用生命去保护生命的人。”

在生宝宝的过
程中，每个母亲都
经历疼痛与挣扎。
医学上把这种疼痛
定义为仅次于烧伤
痛的9级，然而，孩
子出生，生育带给
女性的疼痛和挑战
此刻才刚刚开始。
作为一名新女性，
晓晓产后第一时间
报名复健班，并制
定了健康方案。

瘦到只有90斤的雯雯，可以轻松地举起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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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子温情瞬间。

葛延伸阅读 成为母亲之后，才理解了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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