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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八妇女节
新华社北京 3 月 8 日电(记者鲍晓

菁、廖君、郑天虹)40 岁的职场妈妈周女
士回到家中顾不上休息，就要给家人准
备晚餐、辅导孩子的功课，直到深夜。

30 岁的全职妈妈邵女士将孩子哄
睡着，收拾好散落一地的玩具，再清洗完
一家人换洗下的衣服，还要为第二天的
早餐准备好材料，直至深夜。

30 岁仍是单身的陈女士则经常带
着还没有干完的工作回到家里加班，直
至深夜。

一年 365 天，这样的生活是无数中
国女性的日常一幕。在妇女能顶半边天
的时代，不管是身处职场，还是全心照顾
家庭，与过去相比，新时代的中国女性无
论身处什么环境，会更加清醒、独立，也
更加勤奋。她们付出许多，也希望能收获
不同的幸福。

越焦虑越充实，职场妈妈

是“超人”

“不能认输。”最近一段时间，武汉某
出版社编辑周女士正在跟上初二的儿子
“较劲”。上了初中之后，儿子依旧沉迷游
戏，成绩直线下降，还跟家长对着干。老
公管理孩子的办法太粗暴，看见孩子英
语课文背不出来，大吼一声直接把书就
撕了。孩子干脆躺倒不背书了。

“最后还是要我来‘盘’。”周女士叹着
气，她买回英语书，春风化雨地去说服孩
子、敦促他重新学习。为了给他增加对英
语的兴趣，还找来英语电影和动漫，陪着
孩子一起看。正好又赶上她负责联系的
一名作家交稿，周女士上班时间忙得团
团转，回家之后还要跟孩子“斗智斗勇”，
真的是身心俱疲。

“内分泌紊乱、眼睛充血，医生说我
这都是由情绪紧张引起的，可是作为一
名中年‘老妈’，我哪能平和。”周女士苦笑
着说。

焦虑是职场妈妈的普遍状态。激烈
的职场竞争，再加上日益沉重的家庭责
任，如果再碰到一个不给力的“猪队友”，
职场妈妈常常面临两线“作战”的状况，
不得不在事业和家庭间“走钢丝”。即使
是这样，她们也咬牙坚持着。

放弃工作回家专心带孩子？记者随
机采访了一些职场妈妈，几乎所有人都
说：“不可能”。

“我也是从小到大的尖子生，工作上
努力到现在，不甘心所学习的专业被放
弃。”

“我就是想证明，即使我们女性要被
家庭孩子占据很大一部分精力，在工作
上还是能和男性势均力敌。”

越焦虑、越充实———“曾经娇小的弱
女子生生被娃儿逼成了十项全能女汉
子。”“当了妈妈之后，反而更加努力工作
了。因为想给孩子更好的物质生活，更想
让他看到妈妈是个出色的人。”职场妈妈
纷纷这样说。

从“绝望主妇”到“半职达人”

孩子生病夜晚哭闹，丈夫却只丢下
一句埋怨：“你在家啥事也不干，就带个
孩子都带不好！”找丈夫多要一些生活
费，却被奚落：“你在家风吹不着、雨淋不
着，真不知道挣钱的辛苦。”这样的场景
几乎让很多全职妈妈伤透了心。

当全职妈妈，对许多女性来说都是
一场赌博。

知名心理博主“柳柳心理”分析，全
职妈妈放弃了社会工作、没有独立的经
济来源、专心照顾家庭，等于是牺牲了自

己的个人成就，成全整个家庭。如果丈夫给家用时态度不好，或
者对她们有所冷落，或者家人没有给予她们想要的感激回馈，就
意味着她们的付出并不会带来成就感，这是她们最不能忍受
的——— 强大的挫败感、失落感，会让她们情绪崩溃。而家人或丈
夫反而觉得莫名其妙、无理取闹。

广州的兰女士就有一段“绝望主妇”的经历。原本在一家企业
当会计的她，由于老公的工作频繁调动、出差，生下孩子后没有老
人可以帮助，她选择当了一名全职妈妈，跟着丈夫调动。等孩子上
幼儿园后，闲下来的兰女士突然发现，自己与社会脱节太久，整个
人变得非常不自信，做心理测试后，发现已经有轻度抑郁。

“我必须调整自己。”兰女士给自己报了一个瑜伽班，经过刻
苦的专业训练，她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取得了瑜伽教练证。紧
接着又学习了钢琴、作曲等。现在孩子已经上初中，她也打算重
回职场——— 多家健身馆都给出高薪聘请她去当瑜伽教练。

回归家庭是一种主动选择付出，而非完全的被动牺牲———
越来越多的全职妈妈摆脱了“绝望主妇”的状态，她们有的在家
兼职做起电商、有的凭借自己的好厨艺卖甜点、有的开美妆博客
或者写育儿公众号，通过各种方式实现个人价值。

“我在家庭和孩子需要我的时候，回归家庭，扮演好妻子和
母亲的角色，但是我在社会上谋生的能力却从未丢下，我随时可
以穿上铠甲、重回职场。”兰女士说。

因为强大，更加温柔

“你究竟想做罗子君，还是想做唐晶？”——— 2017 年，影视剧
《我的前半生》引发网友的热烈讨论。其中很多网友认为，罗子君
式的成功，依旧是依附于男主的扶持，还是一个“玛丽苏式”的女
性角色。

“我们已经进入了信息时代，男性和女性在社会竞争中应该
都是平等地位。”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贾海薇说，但
传统社会对女性的价值判断仍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她说，事业对
女性而言只是加分项，对女性的社会歧视仍然存在。甚至一些人
会把女人成功，归功于“傍”了个好男人，而忽略了女性自身的智
力、努力和坚持。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有真正的‘大女主剧’？”很多网友发出这
样的呼唤，甚至有网友幻想出一部《淑女的品格》，四个大龄未婚
女性，都有着自己的事业，“美丽、有钱、自由，想爱谁爱谁”，引发
了网友的热烈讨论。

实际上，现实中这样的“大女主”早就存在。学术女神颜宁，
集美貌与智慧于一身，30 岁成为清华最年轻博导，37 岁在《自
然》上发表重磅学术论文，39 岁参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并成为知
乎等社交媒体上大家热议的对象之一。

专家认为，像颜宁等一批出类拔萃的女性，成为社会关注的
热点，说明在现代社会中，越来越多的女性认识到自身价值，不
再以婚育为自我价值实现的目标，表现出个人价值的自我认定：
“我能”和“我真的能”有追求幸福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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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武汉 3 月 8 日电(记者王贤)“多
亏家门口有这么个厂子，既没有污染，又是手
头活，让我这样的农村留守老太婆有事干，能
够自食其力。”67 岁的黎秀英边糊灯笼边笑
着说。寡居在家的她在村里的灯笼厂断断续
续干了十多年，每月能赚到一两千元，感觉相
当满足。

“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前夕，记者在幕
阜山区湖北省崇阳县沙坪镇走访，听闻镇上
有两家由乡镇企业孵化而来的民营灯笼厂，
三四百名农村妇女在那里就业，解决了生计，
立刻引起了记者的兴趣，于是改变行程一探
究竟。

临近中午，记者来到黎秀英所在的崇阳

中宇工艺有限公司，一些在这里工作的妇女
已经回家准备午饭，简易的厂房里，6位上了
年纪的妇女正在做灯笼，时不时拉几句家常。

厂子就建在偏僻的沙坪镇土城村，在这
里工作的大多是村里上了年纪的留守妇女。
她们有的年岁已高，有的身体有恙，有的家有
牵绊，提起家门口这家工厂的好处，大家你一
嘴我一嘴地说了开来：

“多多少少能增加点收入，最主要的是能
照顾到小孩。”40 岁出头的魏文书说。

“有的妇女家里有病人，出不来，灯笼在
家里就可以做，既照顾了病人，也能增收脱
贫。”黎秀英说，村里有几十人在家里做事，厂
里派车送材料、运成品，看家干事两不误。

走进镇里的另一家灯笼厂——— 崇阳银丰
工艺有限公司，只见墙面斑驳、窗台破旧、机
器锈蚀，处处透着年代感，这个承继自集体企
业沙坪扇厂的公司已有 50 多年历史。刚走进
厂房，一位一边做灯笼，一边吹着口哨的女工
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这位妇女名叫邹四霞，虽然身有残疾，却乐
观积极，每天做事不是唱歌就是吹口哨，唱的
歌全是自创自编即席发挥，她自己说叫“三不
像”。她经常抢着帮厂里打扫卫生，业绩也名列
前茅，一年能拿 4 万多元，丈夫和孩子们都有
手艺，全家一年存款达十几万元。她说：“这个厂
子给了我家幸福的生活，我很感恩很满足。”

对于“乡村匠人”洪秀华来说，家门口有

家这样的工厂，不仅能赚钱养家，更是成就
事业和人生价值的好舞台。年过半百的她
没有走出过大山，两口子在银丰公司一干
就是十几年，她设计出了 3 万多种时尚灯
笼样式，没有一件样品被打回，言语不多的
她来回抚摸自己设计的灯笼，吐出几个字：
“我很满足”。

沙坪镇党委书记吴勋说，作为镇上仅
有的两家规上企业，这两家工艺灯笼厂每
年利税达一两百万元，更重要的是，它们有
利于破解农村留守问题，维护社会和谐稳
定。“做灯笼是个手头活，适合妇女、老人，
有了厂子，无事生非的就少了，很少有人打
牌、信教、扯皮拉筋了。”

看家干事两不误，利于破解农村留守问题

家门口工厂益处多，留守妇女都夸好

新华社兰州 3 月 8 日电(记者张睿、文
静)聚光灯下，赵晓宇身穿比基尼，身上涂满
亮色油彩，和其他参赛选手一起，向评委和观
众展示着自己线条分明、肌肉紧致的健美身
材。女选手们自信大方的笑容，加上力量感十
足的形态，赢来台下一片赞美声。

这是 26 岁的赵晓宇在 2017 年第一次参
加女子健美比赛的场景。美术专业毕业、同时
是资深健美爱好者的她，在回忆起自己第一
次参加比基尼健美比赛的画面时依旧十分激
动，“那次是我第一次参赛，就得了季军。以前
人们看到‘肌肉女’可能会觉得不好看，甚至有
点怪异，但随着健身运动的发展，现在人们更
加喜欢健康的体态，因为那象征着自律和坚
持”。

2016 年国务院印发的《全民健身计划
(2016-2020 年)》中提出，到 2020 年，每周参
加 1 次及以上体育锻炼的人数达到 7 亿，经
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达到 4 . 35 亿，体育
消费总规模达到 1 . 5 万亿元。

在“全民健身”的号召下，健身已不再是
一件赶时髦的事，而是有利于身心健康、能够
有效排遣压力的良好生活习惯。

健康大于骨感，“肌肉”不再

是男性“特权”

“健身让我遇见了更好的自己。”赵晓宇
坦言。曾经喜欢吃零食、泡吧、熬夜的她在掉

进“健身坑”后，为了保持身材，如今一年吃快
餐的次数屈指可数。“每次吃汉堡都像过年一
样。因为不能开怀吃喝而感到沮丧时，我就会
照照镜子。看到镜子里因为健身变得紧致的
皮肤、健康的体态，我觉得这份快乐是美食替
代不了的。”赵晓宇笑着说。

谈起近些年女性健身的变化，赵晓宇深
有感触：“以前很多女生对肌肉存在戒备心
理，害怕自己练出大肌肉块，不好看。近年来
健身知识的普及让大家认识到，深蹲不会让
腿部变粗，举铁也不会让胳膊变壮，女性正
确使用健身器械，能让身体线条更优美，更
有运动感。”两年前刚开始健身的她发现，整
个健身房的器械区往往只有她一个女生。现
在，更多女性来到器械区，努力练习翘臀和
马甲线。

“我觉得女生在健身房里举起哑铃的那
一刻，就是大众审美改变的开始。”赵晓宇说。
今年 27 岁的健身爱好者王楠告诉记者，

当初选择健身，是因为大学期间“噩梦”般的
体能测试。“上大学时因为我身体瘦弱，每年
的体测中肺活量和长跑都不达标。”如今，健
身两年的她发现自己的心肺功能、体力等都
有明显提升。“现在一口气能跑六公里。”王楠
笑谈自己的变化。

王楠平时还喜欢看模特大赛，她明显感
觉到，近年来模特身材的变化是大众审美变
化的有力阐释。王楠表示：“以前的模特追求
骨感，走秀的模特一个比一个瘦，有的甚至达

到了皮包骨头的地步。如今，很多模特会在社
交平台上秀出自己的健身照，站在 T 台上的
模特，也给大众展示了女性健身后肌肉呈现
出的线条美。”

“现在，健康比骨感重要多了。”王楠说。

强大内心更加需要强大体魄

随着社会观念的转变，曾经许多“专属”
男性的健身项目如今也出现了越来越多女性
的身影。

23 岁的刘克红是兰州市大树健身工作
室的一名搏击教练，入行四年的她见证了这
一健身项目的变化。

“刚工作时，很少有女生来学搏击，兰州
市的女搏击教练一个手就能数得过来。现在
几乎每个健身房都会有搏击课，女学员也越
来越多。”刘克红说。

作为一名女性搏击教练，从业之初，刘
克红也遭遇过很多误解。许多人认为搏击是
男孩子的运动，女生就应该跳舞、练瑜伽。然
而，当健身房的学员看到刘克红潇洒矫健的
身姿后，无论男女，都很快被她“折服”了。
“我用实力证明了搏击不是男性专属的运
动，女生打起拳来也可以很帅气。”刘克红
说。

刘克红表示，她希望今后能够有更多女
性参与到搏击训练中来。搏击虽然训练十分
辛苦，却可以锻炼毅力与体魄，女生练习搏击

不仅可以减肥塑形，在遇到突发情况时还
能保护自己。“女孩子既要有强大的内心，
也要有强大的体魄。”刘克红说。

女性正逐渐成为中国健身

市场“生力军”

记者通过走访多家健身房发现，如今
很多健身房都有适合女性使用的健身器
材，也有专门为女性开设的健身项目和课
程，针对女性的个性化健身服务层出不穷。
而这一切变化的根源，在于日益庞大的女
性健身消费市场，女性群体正成为中国健
身行业的新焦点。

GymSquare 精练联合三体云动发布
的《2018 中国健身行业数据报告》显示，从
健身俱乐部和工作室的会员比例来看，女
性已经成为健身人群的主力，更多女性从
健身中探索出追求美的新途径。如今已经
有越来越多女性愿意走进健身房，用自律、
自信和坚持在潜移默化中改变大众的审美
观。

采访中，赵晓宇、刘克红等都表示，科
学的认识和专业的健身途径，会让女性遇
见更健康、更美、更强大的自己。

穿着运动背心在跑步机上、器械区内
汗流浃背刻苦锻炼的“型女”们，正逐渐成
为当今中国社会对于女性自信、美丽认知
的最佳代言人。

女性从“以瘦为美”到跑步举铁
在女性健身热潮中看中国新审美

新华社贵阳 3 月 8 日电(记者骆飞)从过
去留守在家到如今就近创业就业，贵州贫困
山区妇女在精准扶贫政策指引下，撑起脱贫
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半边天”。

春寒料峭，地处贵州乌蒙山区的毕节市
黔西县绿化白族彝族乡雨雾笼罩，石桐村妇
女杨群早早地就到地里查看翠红李生长情
况。只见她手拿剪子，或抬头或弯腰在一棵棵
果树周围忙碌。

“现在正是给果树修剪枝条的关键时刻，
要想十月收成好，一点也马虎不得。”谈到果
树管护，杨群经验丰富。然而，3 年多以前，没
啥文化的她却只能在石旮旯里刨土，种植低

产低效的玉米。
“这几年，政府和合作社经常请农业专家

到家门口指导种果树，每年还举办采摘节等
帮助推广销售，村里的翠红李产销都不愁。”
杨群高兴地说，自己家现在栽了 20 亩，一年
毛收入有七八万元。

近年来，伴随脱贫攻坚向纵深推进，贵州
省加快贫困山区产业结构调整。杨群等一批
原本长期赋闲在家的妇女们在政府号召和村
合作社带动下开始发展新的农业产业。

通过引导帮扶，石桐村贫困户陈永碧一家
不仅增收脱贫，她还逐渐成为村里翠红李种植
的技术推广员。“我今年 55 岁了，出门打工不

现实。在家种好果树有收入，还能照顾孙子
们。”她说，政府帮忙引路，大家就要加油干。

据了解，目前翠红李种植不仅覆盖了全
村 161 户贫困户，而且几乎家家户户都栽种。
绿化乡人大主席蔡丹说，脱贫攻坚关键在人，
通过政策宣传和培训，农村越来越多的留守
妇女转变了思想，不等不靠，主动发展生产，

逐渐成为农村致富发展的“主力军”。
同样的奋斗故事，也在黔西县城郊金凤

社区居民李龙岗、郭龙敏夫妇的特色食品生
产家庭作坊里展开。为支持修建西电东送工
程洪家渡电站迁出故土的他们，经过近 20 年
的努力，在县城里稳稳扎下了根。

每天一大早，李龙岗家临街店铺都会
摆放清香四溢的“黄粑”，这是当地特有食
品。“没想到这老手艺居然撑起了整个家。”
郭龙敏感慨地说，现在一年四季都在加工
销售，还创立了自己的品牌。

门前售卖，屋里加工。记者看到，“黄
粑”制作特色手艺吸纳了不少妇女就业，从
配料到蒸煮再到包装上市，近 10 道工序几
乎全是妇女担任“主角”。

坐在一旁的杨梅同样是洪家渡电站的
移民。“好生活还是要靠自己努力。”她说，
比起之前在外打工，家门口就业老人小孩
都能照顾，心里更踏实。

贵州：山区妇女不等不靠，撑起脱贫攻坚“半边天”

▲ 3 月 8 日，一名女工在搬运钢筋。

当日是“三八”国际妇女节，位于贵州省贵安新区的中建三局一公司“华为云”数据中心项目现场，许多女职工依然坚守工作一
线，在岗位上度过节日。 新华社记者欧东衢摄

节日里的劳动妇女

新华社上海 3
月 7 日电(记者李
荣)近日，来自上海
金山区、浙江嘉善
县及平湖市的妇联
干部共同启动“沪
浙姐妹一家亲·维
权服务共同行”百
场法治宣讲活动，
共筑维权“她”阵
地，共建和谐“她”
力量。沪浙长三角
毗邻地区已探索建
立起妇女工作一体
化新机制。

此次活动以
“模拟法庭”的形式
开启了首场法制宣
讲，大力宣传与妇
女权益相关的法律
法规，普及婚姻家
庭知识，动员引导
广大妇女群众学法
守法用法，依法维
护自身合法权益，将法律知识送到长三角
毗邻地区的广大家庭、社区及妇女身边。

据上海市金山区妇联负责人介绍，长三
角毗邻地区妇联的联动合作是从 2017 年开
始的，目前已形成长效合作机制。金山与嘉
兴市的嘉善和平湖等地以基层妇联为切入
点，开展跨地妇联轮值主席机制的实践。

沪浙毗邻地区还建成了家庭建设区域
联盟，围绕家庭志愿服务、家庭教育创新等
领域，整合资源、互通有无、加强合作。沪浙
农村的农创女性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女带
头人还建立了农产品区域路演平台，互相
交流创业增收的经验，推介“妇”字号的农
创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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