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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观点

本报3月8日讯 昨天上
午， 长沙市工务局和中建五局
土木公司共同组建的“工会女
职工培训学校工地分校”，在万
家丽路220KV电力隧道项目部
正式揭牌成立， 并举行了开班
第一课。

据悉， 这是长沙市首家建
筑工地女职工学校，成立后，将

采用多种方式对女职工在职业
技能、健康保障、兴趣爱好、心
理知识等方面， 特别是市政工
程的新知识、新技能方面，开展
有计划、有针对、专业性强、形
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培训活动，
让女职工更好地提高效率、取
得更大成绩。 ■记者 杨田风

通讯员 隆昌兵

生孩子到底有多疼？
体验不到一半就“求饶”

本报3月8日讯“不要慌乱，慢
慢吸气、呼气……”“产妇”在助产
士的指导下调整呼吸，只见他双脚
蜷缩，双手绷直，紧紧抓住床杆，面
目有些狰狞， 额头沁出大滴汗水，
突然大喊：“老婆，我不生了！”今天
上午，十余位准爸爸在湖南省第二
人民医院体验了一把“分娩阵痛”，
真实地感受到女性生孩子的艰辛与
不易。

记者在现场看到，准爸爸们通
过分娩痛感模拟器，可模拟女性分
娩时的宫缩和阵痛，体验生孩子到
底有多疼。 在1到10级的疼痛感受
中， 多数准爸爸们基本上到3级疼
痛就纷纷告饶喊停， 停止了体验。
“妈妈们分娩时的疼痛感，一般都要
达到8到9级。” 现场一名医生告诉
记者。

罗先生是唯一一名坚持体验到
7级的准爸爸。他告诉记者，1、2级
体验并没有疼痛的感觉， 只是感
觉腹部有微微震动，3级体验就能
有麻麻的感觉，4级体验时有了被
人用手掌拍打肚子的感受，5级体
验时头上开始冒汗， 心率也明显
加快， 感觉拳头打在肚子上，6级
体验疼痛感进一步加深， 开始咬
牙坚持，7级体验的疼痛刚开始，
就疼得叫出了声音，仅仅体验了几
秒钟，就直喊停，再也不敢进一步
体验了。

“生孩子太不容易了。”说完，罗
先生将玫瑰花送到妻子手里。 收到
这份表白， 一直紧攥丈夫手的妻子
感动得流下眼泪。

省第二人民医院妇产科副主任
医师陈艳辉介绍， 正常情况下，初
产妇从规律宫缩到宫口开全需
11-12个小时，经产妇一般为6-8
小时。整个生产过程中，准妈妈都
要忍受这种“难以忍受”之痛。建
议准妈妈们事先掌握分娩技巧，
准爸爸也应该懂得分娩的知识，
给妻子信心和陪伴。
■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徐珊 石荣

“春招”现场：
左手职场右手娃

在最近的“春招”中，有不
少是带着孩子和家人的女性求
职者。

3月3日，在湖南人才市场，
一位女士带着先生、大姑姐、侄
女一起来了。 她说：“因为大姑
姐二胎预产期就在3月份，需要
时刻有人陪伴在身边， 姐夫又
出差了， 但我和先生不想放弃
这场招聘会。”

“找工作要趁早！” 春节一
过， 来自浏阳的这位先生就陪
妻子来到了省展览馆人才市场
找工作。 为了不让两岁多的调
皮儿子打扰妻子与应聘单位交
流，他直接使用“公主抱”将其
抱开了。

“孩子现在已比较懂事了，
带她出来也可以长点见识。”2
月24日，黄女士带着9岁的女儿
来到红星人才市场， 为公司招
聘所需的人才。 她在与求职者
洽谈时， 女儿则在一旁认真地
写着自己的寒假作业。

生育后，女性求职
最注重“上下班方便”

“我什么工作都可以，工资
多少也无所谓。”今年36岁的张
方告诉记者，之所以这么“自降
身价”是因为自己时间有限，可
供选择的岗位比较有限。原来，
张方家里有两个小孩， 小女儿
刚3岁， 年初送到了幼儿园。为

了方便接送孩子， 她决定换个
离家近一些的工作，“也想过全
职在家，但害怕与社会脱节，又
心疼老公一个人养家太辛苦。”

像张方这样， 出于生活压
力、担心与社会脱节等考虑，一
群妈妈选择继续工作， 渴望家
庭、工作两全。然而，她们选择
工作时最看重的元素发生了明
显变化。智联招聘的调查显示，
在生育前， 女性选择雇主优先
考虑的前两个因素中，“能获得
成长和发展”（34.6%） 略高于
“上下班方便”（34.3%）；而生育
后，“上下班方便”（38.1%）成为
首要考虑因素。

长沙某教育机构的招聘负
责人想招几名女性职工做市场
专员，薪酬近20万元。但是，她
在会场里一上午， 却没什么收
获。“其实我们的待遇挺好的，
双休、绩效、年终奖，还有长达
30天以上的带薪年假。 我们考
虑女性，因为更具亲和力。可能
是时间和工作强度让职场妈妈
有顾虑吧，相比而言，来应征的
男性求职者却不少。”智联招聘
的调查显示，总体而言，选择工
作时， 男性首要考虑的因素是
“能获得成长和发展”， 女性首
要考虑“上下班方便”。

“只有一个孩子的时候，靠
家里老人帮忙还能应付过去，
现在多了一个孩子， 父母们也
很吃力了。”身为二娃妈妈的邹
女士说， 她更愿意选择时间灵
活度高的工作。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唐清滢 易巧君

本报3月8日讯 3月7
日，又迎来了一年一度的高
校女生节。长沙各大高校掀
起了一场“横幅大战”，长沙
理工大学电气学院电气
1601班的32名男同学还为
班上仅有的8名女生送上了
特别的礼物———自己动手
制作的爱心灯泡。

高校掀“横幅大战”
庆祝女生节

走进长沙众多高校，随
处可见男生为同班女生挂
起的节日横幅，而且一个比
一个抓人眼球。

“见到你们就像哥伦布
发现了新大陆”“不管你们
以后是谁的女人，现在永远
是我们的女神”“斯人若彩
虹，遇上方知有”……湖南
农大校园内，一条条搞笑暖
心的横幅让人忍俊不禁，路
过的女生看到这些醒目的
祝福和表白横幅，还不忘拍
照发朋友圈炫耀。

一大早，中南大学南校
区校门至立珊公交总站路
段也被别具一格的各色条
幅“占领”。湖南师大更有女
生挂上“世人只看到我的论
文课题实验室，却没看到我

的温婉大方可人心，我是师
大女研，我为自己代言！”等
横幅，来为自己发声。

“‘女生节’ 都快变成
‘横幅节’了！”来自湖南大
学的大四学生夏响说。采访
中，不少应届毕业生表示毕
业前还能在学校过一次女
生节，也是蛮幸福的。

理工男给班上女生
制作爱心灯泡

在长沙理工大学，电气
学院电气1601班的8名女生
收到了班上32名男生送的
一份特别的礼物。 当天，男
生们在结束上午的电工实
习后，为班里的女同学制作
起了爱心灯泡，用16个小灯
泡连起来组成一个爱心形
状， 并特别设置了八个开
关。但在制作过程中有几位
同学搭错了线路，在实验室
里放了个“小烟花”。

“虽然出了点意外，但
最后的实战效果还是不错
的， 小公主们看起来也蛮喜
欢我们的礼物！”该班男生刘
潇阳笑言。

■记者陈舒仪
实习生 张娜 金琪

通讯员 吕彩宜 朱杰

不容易！女性择业首选“上下班方便”
职场妈妈择业观发生变化：更看重“能否照顾家庭”，渴望家庭、工作两全

生育引发职场妈妈择业观
发生变化， 这一变化反映了照
顾家庭后代、 重视子女培养在
女性个人职业选择过程中，上
升到了更高的位置。

对此，智联招聘专家认为，
企业应该充分认识到女性员工
对于企业长远发展、 组织多元
化建设的重要性， 充分肯定女
性员工价值， 建立科学的人才

选拔及晋升制度， 保障女性员
工平等的晋升权利和机会。

在尊重女性择业方式的基
础上，社会有关部门也应加大力
度保障女性生育后的就业稳定。
比如，企业为职场父母设置专门
福利，如为孕期和哺乳期女性提
供灵活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
为职场父母设立家庭活动日或
看护假等。

都说女性能顶半边天。在现在的职场上，女职工正
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近日，湖南“春招”人才市场火
爆，记者在现场看到，有领着娃求职的妈妈，也有一边向
求职者介绍岗位情况一边给女儿辅导作业的HR。

智联招聘在全国31个省份对不同行业、不同年龄层
次就业者进行了问卷调查，经过统计分析形成《2018中
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报告显示，女性选择雇主优
先考虑首要因素是“上下班方便”。而职场男性首要考虑
的因素是“能获得成长和发展”。

花样横幅为女生过节
理工男自制爱心灯泡

尊重择业观，更要保障就业权

长沙首家建筑工地女校揭牌

男同学很暖心准爸爸试“生娃”

3月8日，陶先生在省第二人民医院体验分娩阵痛。 记者 杨洁规 摄

7日， 长沙理工大学电气学院男生自制爱心灯泡为
女生送祝福。 通讯员 刘潇阳 摄

节日·医院

节日·工地

节日·高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