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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九成受访青年认
为生育二孩需要社
会扶持

日前，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

1977 名 18~35 岁的青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77.7% 的

受访青年认为生育二孩的成本高，77.2% 的受访青年

称孩子抚养成本会影响自己的生育决策。受访青年中，

80.3% 的人有子女。一线城市的占 35.3%，二线城市的

占 42.2%，三四线城市的占 18.4%，城镇或县城的占 3.5%，

农村的占 0.6%。男性占 45.1%，女性占 54.9%。

调查中，47.4% 的受访青年称想生二孩，27.6% 的受

访青年不想，20.4% 的受访青年回答不好说，4.6% 的受

访青年已经生了。77.7% 的受访青年认为生育二孩的成

本高，15.9% 的受访青年觉得一般，3.4% 的受访青年觉

得不高，2.9% 的受访青年回答不好说。

调查显示，受访青年生育二孩的两个最大顾虑是日

常照料所需的家庭人手不够（67.8%）和女性无法兼顾

工作（64.1%）。其他还有：优质的教育资源少（56.6%）、

住房成本高（43.5%）、怀孕和检查花费多（42.3%）以及

医疗资源不充足（35.6%）等。

调查中，77.2% 的受访青年称抚养成本会影响自己

的生育决策，13.3% 的受访青年表示不会，9.6% 的受访

青年回答不好说。

调查显示，90.6% 的受访青年认为生育二孩需要社

会提供扶持，其中，55.6% 的受访青年觉得非常需要。

长沙校园边，果味电子烟死灰复燃

4 月 10 日 ，今日女报 / 凤网

记者走访了长沙部分中小学校，

在雨花区的长塘里小学、星沙的

泉塘中学等学校附近都发现了这

种果味的电子烟。

在长塘里小学一家文具店，

记者买了一支售价 10 元的电子

烟，发现除了一些英文字母外，

上面没有商标、商品名称、生产

厂家等基本标识。

打开电子烟上面的盖子，记

者尝试着吸了一口这支电子烟，

一股带着荔枝味的香 气冲入口

中，伴随着凉爽的感觉，口鼻中

喷出烟气，此时水果香味更浓

且有一种刺鼻的感觉。但过一段

时间后，记者发现嘴里有一丝苦

味。

 在吸电子烟时，下端还会亮

起红色的灯，跟真的香烟几乎一

模一样。  

记者询问，吸食这种烟是否

对身体有害，是否容易误导孩子

吸烟时，店铺老板们均回应“这

种烟不含尼古丁，只是一种玩具”。

而在星沙泉塘中学附近， 记

者随机询问，多位学生都表示“见

过”。也有几名学生说“抽过”,

感 觉 抽这种电子 烟“ 挺 好玩”。

其中一名初二的学生告诉记者 ,

学校里有男生会买着玩 , 但后来

学校和家长都查这种电子烟 , 大

家也都不敢买了。

记者随后将此事反映给了长

沙市工商局 12315 投诉热线，工

作人员表示，如果“电子烟”属

于“三无”产品，就涉嫌 违法。

近期，将会通知所辖区域工作人

员去学校周边摸查。

此外，记者了解到 2006 年，

我国正式签署并加入由世卫组

织批准发布的《烟草控制框架公

约》，其中明确规定“禁止生产和

销售对未成年人具有吸引力的烟

草制品形状的糖果、点心、玩具

或任何其他实物，”因此生产和

销售烟草状玩具给未成年人涉嫌

违法。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章清清 实习记者 莫雪霈  
通讯员  章婵

 “外形跟真的香烟差不多，而且能吐出
烟圈。老师发信息告诉我，儿子在学校抽这
种烟，我翻他的书包搜出了两根这种烟。”4
月 7 日，长沙许女士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
者，她的儿子今年 13 岁，在长沙星沙泉塘
中学读初一。最近，孩子班主任发信息告诉
她，孩子在课间时常抽一种像玩具一样的电
子烟，提醒可能会对孩子产生不良影响。

孩子怎么睡长得更高
文 / 欧阳婷（湖南省儿童医院骨科） 

研究表明，孩子的身高 70% 取决于父

母基因，30% 取决于后天。在 这 30% 的

外在因素中，睡眠对身高的影响排名第一，

超过运动和饮食，原因就在于睡眠中会分

泌出生长激素。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有两

个时间段，生长激素的分泌最为旺盛，分

别 是 21：00-1：00，5：00-7：00， 错 过

这两个时间段，等于错过了孩子长高的黄

金期。

值得注意的是，生长激素大量分泌的

前提是，孩子必须处于深度睡眠状态。否

则，生长激素的分泌量就会大打折扣，进

而影响孩子的身高发育。因为人一般在入

睡后半小时至 1 小时，才进入深度睡眠状

态。所以建议孩子最好晚上 8 点半就要躺

在床上，第二天 7 点以后再起床，这样才

不会错过生长激素分泌的高峰期。

孩子哪些胎记，值得父母警惕
文 / 胡飘飘（湖南省儿童医院麻醉手术科）
　大部分胎记在孩子胸背部、腰部、臀

部和四肢等部位，通常是青灰色或青色斑

块，不会影响健康，几年内就会自行消失

不见，不需要治疗。但有两类较为常见的

胎记大家一定要小心：

1. 红色类胎记。这是一种较大的血管

瘤，若血管瘤较大妨碍宝宝呼吸、视力、

进食等，大家应警惕。至于葡萄酒色痣，

宝宝眼睛和脸颊附近有这种胎记，有可能

与视力问题、癫痫发作、发育迟缓有关，

一定要警惕！

2. 咖啡色类胎记。这类胎记颜色呈棕

褐色，像咖啡。随着宝宝年龄变大，咖啡

斑会慢慢变大，颜色加深，但通常不会

威胁健康。如果发现宝宝身上的咖啡斑

的数量在 6 块以上或者身上有肿块，可能

与神经纤维瘤有关。

“春捂”，你必须了解这几个数字 

文 / 杨人菊（湖南省儿童医院呼吸一科）  
“春捂”就是说在春季，气温刚转

暖时，不要过早脱掉棉衣，使身体产

热散热的调节与冬季的环境温度，处于

相对的平衡状态。“春捂”要重视以下

几点： 首先是重点护“两头”。“捂”头

颈与双脚，可以避免感冒、气管炎等疾

病发生。传统养生主张“春捂”衣着宜

“下厚上薄”，因为人体下身的血液循环

要比上部差，容易遭到风寒侵袭；其

次是 “春捂”要有度。“捂”也就是说

衣服仍应适当多穿一些，但绝不是衣服

穿得越多越好。一般来说，15℃是“春捂”

的临界温度，超过 15℃就要脱掉棉衣。

此外，日夜温差大于 8℃是“捂”的信

号；另外，气温回升再“捂”7 天。“捂”

着的衣衫，随着气温回升总要减下来。

但减得太快，就可能感冒。

孩子多大该培养进食习惯
文 / 李林瑞（湖南省儿童医院呼吸二科） 

经常有家长述说，孩子会走后，吃

饭时跑来跑去，要追着孩子喂饭。 那么，

如何使孩子专心吃饭？

通过研究证明，如果在 7~8 个月开

始培养孩子良好的进食习惯，就不会出

现以上不良的饮食习惯，因为这时孩子已

经有记忆能力了。对于孩子的就餐地点应

该相对固定，就餐环境不能有容易使孩

子分心的因素。将孩子的注意力集中到

食物和餐具上，每餐时间不超过 30 分钟，

过后不能再补充进食。对孩子发出的饥

饿和饱足的信号要及时应答，孩子饥饿

时要及时喂食，吃饱了要停止喂食。忽视

孩子自身的饥饿感和饱足感，过分施以

外界对进食的鼓励或限制，将对儿童的

饮食行为产生长久的不良影响，明显的

后果是导致过度进食和肥胖。

长沙市中心医院呼吸病诊疗中

心主任杨红忠告诉记者：“这种果味

的电子烟虽然没有尼古丁，危害比

真的烟草要小 , 但电子烟中添加的

多是一些溶解液，能够产生白色烟

雾，而水果味的电子烟其中的成分

主要是水果香精，本来就是一种会

产生危害的混合物，长期吸食对人

体的危害同样很大。”

杨红忠介绍：孩子的呼吸道和肺

部都比较娇嫩 , 更容易受到化学品的

伤害 , 容易引发哮喘等一系列疾病。”

此外 , 杨红忠也提醒 , 虽然吸食

电子烟在生理上不会产生明显的依

赖感 ,但是会引发孩子对吸烟的好奇,

“可能会不满足于仅抽电子烟 , 而去

尝试抽真烟”。

医生：将对孩子的呼吸道、
肺部产生伤害

果味电子烟诱导孩子学抽烟

亲子宝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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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读者朋友，从本期起，今日女报此前每周一期的“亲子版”改成““辣妈联萌版”啦！这三年来，
今日女报官方网站——凤网聚集了一大批爱生活的辣妈和萌宝，并建立了微信公众号“凤网辣妈联萌”，
大伙一起分享育儿经验、交流成长故事、参与互动活动，充实而快乐。接下来的日子，今日女报和凤
网联袂打造“辣妈联萌”，线上线下，将会有更多惊喜，让辣妈和宝贝们在这个平台上更加充实而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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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减轻家庭抚养孩子的负担，调查中，63.5% 的受

访青年建议加快发展 0~3 岁幼保幼教公共服务机构，

55.4% 的受访青年希望尽快按家庭征收个税，将部分抚

养成本纳入个税抵扣项目，55.3% 的受访青年呼吁大力

发展学前教育，47.6% 的受访青年建议减少 3 岁以下父

母上班工时，不降低薪水，46.6% 的受访青年建议发

放儿童金，31.0% 的受访青年建议加大对孕产妇的补助。

（据 4 月 10 日《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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