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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记者走访我市旅行社
发现，送母亲旅游礼包渐成风尚。

黄山某旅行社 5 月第 2 周发
班计划中，母亲节特惠有：大茅山
梧风洞+乌石村一日游，坐景交游
览，99元/人；遂昌金矿探秘，赏万
亩高山杜鹃花纯玩二日游，298
元/人，前 50 名送金猪摆件，50 名
后赠玫瑰金花一朵；百鸟飞跃玻
璃桥马仁奇峰一日游，168元/人，
女性游客报名 99元/人；桐庐琴溪
香谷/富春桃源一日游，99 元/人，
女性游客报名赠竹筏漂流（25元/
人）。旅行社负责人告诉记者，这
些线路都已成团，每团 50人，不少
是子女为母亲、父亲报名。为母
亲报名可享优惠价，一般少 10-20

元，有些还赠礼品。近年来，一些
子女将旅游作为礼包送给母亲，
旅行社为此推出的线路收客较
好。

另 一 家 旅 行 社 工 作 人 员 介
绍，为感恩天下母亲，他们特推出
几条优惠短线：芜湖马仁奇峰一
日游；大茅山梧风洞+乌石村一日
游；遂昌金矿探秘，赏万亩高山杜
鹃花纯玩二日游；杭州西湖、西溪
湿地、乌镇西栅二日游。目前，收
客情况都不错。

市民左先生母亲今年 67 岁，
在市老年大学教黄梅戏。左先生
说，他陪母亲去过北京、东北、东
南亚、港澳等地，每到暑期、年底
就走，一年至少一次长线游。中

国人含蓄，母亲虽然当面不夸他，
但在别人面前就讲儿子孝顺。

老家原在四川的钟先生说，
母亲今年 53岁，来自农村，没见过
多少世面，他尽力让母亲多走走、
多看看，留下美好回忆。去年夏
天，母亲参加漂流，他在一旁拍
照，其乐融融。今年元宵节后，母
亲从四川到黄山，帮带孩子。他
不仅每月两次陪母亲吃川菜，还
常陪母亲旅游，每月至少一次，去
了周边不少地方。五一，他陪母
亲游黟县木坑竹海、西递石林，母
亲非常高兴。

市 民 陈 女 士 陪 母 亲 去 过 泰
国、浙江横店等地，平时有空就陪
母亲赏花摘果，一月数次。母亲
节之际，她说想陪母亲到周边转
转。“生前要多尽孝，不是做给别
人看，是以后问心无愧，少留遗
憾。”陈女士说。

以前，市民杨先生在北京发
展，考虑到离家较远，不能照顾父
母，2016 年遂转至黄山发展。今
年五一，他陪着父母去休宁县岭
脚景区游玩。在老爷瀑布前，母
亲笑容满面，他也感到欣慰。杨
先生的岳母、岳父在广州小姨子
家，帮助照料孩子。五一，岳父母
由小姨子相伴去了海南旅游，在
海边留下欢乐身影。杨先生表
示，暑期打算邀请岳父母一起去
泰国散心。
图为杨先生与父母合影

·黎小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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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的爱永远伴着您让我的爱永远伴着您

爱她，就常带她出去走走

户泽国是江苏人，当兵退伍后留在
黄山创业。他说：“漂泊在外的游子，没
有办法侍奉在母亲身旁，唯有多打电
话，经常向母亲报告工作、生活情况，才
能不让母亲担心。”

户泽国介绍，他平均每个星期都要
打一到两个电话给母亲，问问她身体怎么
样，生活怎么样。母亲是地道的农民，文
化程度不高，一辈子辛勤劳作，很少出远
门。记忆中，母亲曾在他当兵时来过黄山
一次，但因为执行任务，压根就没有时间

好好陪伴母亲，黄山景区众多，也没有机
会带着母亲去游玩，想来真是一大遗憾。
如今，户泽国在黄山已经买房买车成家立
业，孩子也快 10岁了，他一直想把母亲接
到黄山来，但母亲担心他经济压力大，担
心给他添麻烦，始终不愿意。

“母亲从来不给我提任何要求，她总
说家里有田有地，不愁吃不愁穿，让我
不要担心，她是害怕影响到我，让我在
外好好创业，好好发展。”户泽国说，今
年的母亲节，依然没有办法回家探望母

亲，唯有多打电话，陪母亲聊聊天，听她
念叨念叨，心里才踏实。

余瑶瑶是休宁人，嫁到屯溪，目前
在中心城区一家广告公司工作。她是
家中独女，虽已嫁人，但还是有很多机
会陪伴母亲。

余瑶瑶介绍，自从结婚后，她与公
公婆婆相处甚好，公婆都将她当亲生女
儿看待，也常常让她请母亲到家里小
住。余瑶瑶的母亲在中心城区上班，母
女见面非常方便。长期以来，母亲经常

会在下班后到余瑶瑶公婆家吃饭，一大
家子其乐融融。每当周末或节假日，余
瑶瑶就开车带着母亲回娘家小住，陪着
父母做饭、看电视、聊天。

母亲辛苦一辈子，就是不舍得花
钱，因此余瑶瑶总会事先买好衣服、水
果等送到母亲的工作单位，希望母亲吃
好一点、穿好一点。“父母把我拉扯长
大，这份恩情无以为报，只愿他们身体
健康，生活开心，我就心满意足了。”余
瑶瑶说，父母在，家就在，现在的生活条
件已经够好了，父母也不缺啥，作为女
儿，现在也成家有了孩子，希望一家人
能常常陪伴左右，从平凡的生活中互相
关心、互相照顾，这就是人生最大的幸
福。

·钟 伟·

5月 9日上午，准妈妈小芳（化名）来到市
妇幼保健院门诊，接受孕产妇健康管理服
务。根据小芳的检查结果及其孕期的饮食习
惯，医生建议其注意均衡膳食和营养，控制榴
莲的摄入量。因为榴莲的热量比较高，过多
摄入可能引起肥胖，甚至引起妊娠期糖尿病。

记者从我市卫生健康部门获悉，近年来，
我市各级妇幼保健机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
卫生服务机构全面加强服务能力，持续提升
服务水平，围绕妇幼健康民生工程项目、国家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和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
目，通过提供婚前医学检查、孕前优生健康检查、
孕产妇健康管理等优质健康服务，不断满足育龄
妇女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帮助她们成为健康妈
妈、幸福妈妈。

据了解，免费婚前医学检查是妇幼健康民生
工程一个重要项目，对男女双方的健康及下一代
的优生优育有着重要作用。近年来，我市通过实
行免费婚前健康检查，进一步提高婚前健康检查
率，普及婚育保健知识，减少出生缺陷发生率，防
止与婚姻和生殖有关的传染病、遗传病的发生与
传 播 。 2018 年 ，全 市 完 成 免 费 婚 前 医 学 检 查
19036人，婚检率 95.99%，疾病检出率 10.81%，超
额完成全年任务。根据民生工程实施要求，每对
婚前健康检查给予财政补助 180元，所需经费由
省财政与区县财政分担。

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有关负责人介
绍，育龄妇女孕前优生健康检查主要由区县妇幼
保健机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完
成。对符合生育政策的计划怀孕夫妇，不论是常
住人口还是流动人口，我市均提供优生健康教育、
病史询问、体格检查、临床实验室检查、影像学检
查、风险评估、咨询指导、早孕及妊娠结局追踪随
访等检查服务。2018年，全市有 7596对夫
妇 15192 人参加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
对检出的高风险人群均给予面对面的个性
化指导。

前述医生告诉记者，孕产妇健康管理
服务内容包括孕期保健、产后访视等。孕
产妇一般在孕 13 周以后纳入孕期保健管
理，包括产前检查 5次，检查项目有血常规、尿
常规、肝功能、肾功能等常规检查，也有艾滋病、
梅毒和乙肝等检测以及高危筛查、唐氏筛查
等。产后还将提供产后访视服务。

为确保孕产妇安全分娩，提高危重孕产妇
抢救成功率，降低孕产妇死亡率，我市推进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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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全市免费发放孕产妇保健服务卡
13211张，提供孕产妇基本保健服务 110547人次；
孕 产 妇 系 统 管 理 率 90.43% ，较 上 年 度 上 升
1.43%。当年，我市各助产机构活产数达 13425
人，其中一孩 5767人，二孩及以上 7658人。据估
算，全市至少有 1万多名育龄妇女首尝做妈妈的
喜悦，或再享做妈妈的幸福。

日前，市卫健委、市财政局根据妇幼健康民生
工程实施要求，制定《妇女儿童健康水平提升工程
实施办法》。其中提出，到 2019年底，全市婚检率
稳定在 85%以上，提升婚检服务水平，全市婚检疾
病检出率达到 8%以上。《办法》的实施将进一步满
足群众妇幼保健服务需求，保障全面二孩政策实
施，提高妇女儿童健康水平。

·许 晟·

爱她，
就让她更健康

“妈妈这段时间颈椎病发作住院，
我才挤出一点时间陪伴她，想一想都感
到惭愧，她为这个家付出实在太多了。”
近日，在黄山首康医院，31岁的杨女士
说起自己的母亲心有愧疚，“趁这次机
会，我一定手把手教会妈妈使用微信，
就像她小时候手把手教我写拼音字母
那样。”

杨女士是独生子女，其父早年病
逝，是妈妈含辛茹苦把她拉扯大，为了
她顺利成长、成家、就业，这些年妈妈一

直独身。如今已是两个孩子妈妈的杨
女士，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也愈发能
感到母亲当年的不易。去年母亲节，杨
女士本打算带着妈妈去吃西餐，但是母
亲嫌浪费执意不肯，后拗不过老人，杨
女士买了一束康乃馨表达了感恩之情。

如今随着微信的普及，年轻人可以
随时随地和朋友们保持联系、互动娱
乐，但对于老人来说，学习掌握这些新
的东西还是挺困难的。杨女士的母亲
在高新区从事小餐饮。“经常有年轻人

就餐时问，是否可以扫码付款，她那时
候就会挺尴尬的，往往得请邻居帮忙操
作，但她也不想总麻烦别人。”杨女士
说，为此母亲曾虚心求教微信使用方
法，但都因为自己太忙还未能教她。

于是，在母亲住院期间，杨女士和
丈夫只要谁得空，都会教她“三招两
式”，“你点开微信，找到我们的头像还
可以通过语音给我们留言。这样子占
点流量，但可以省掉通话费。”杨女士
说，其实妈妈就是文化低了一些，脑子

还是很好用的。通过这一段时间“填鸭
式教学”，她妈妈不仅初步学会了使用
微信交流，而且已经在琢磨网上购物。

“我现在已经帮她开通网银、填写地址、
付款方式等流程，相信再过一段时间，
她老人家就能琢磨出网购的道道。”杨
女士告诉记者。

对此，其母亲程女士说：“我现在眼
睛老花了，颈椎又不大好，小餐馆里就
一个老年洗碗阿姨，女儿女婿又不能时
时在身边，出趟门都不容易，现在学会
了使用微信，我今后就可以不出家门就
把水费、电费这些杂七杂八的费用给交
了。更重要的是，今后若有年轻人来吃
饭，就可以扫我手机二维码了，真的是
太方便了！”

·姚大盛·

爱她，就多问候问候她

爱她，就教会她用微信

核心提示：“你入学的新书包有人给你拿，你雨中的花折伞有人给你打，你爱吃的那三鲜馅有人

给你包……”一首《母亲》唱出了母爱的平凡与伟大。你养我大，我养你老。你以怎样的方式去表达

对母亲的感恩与爱？日前，记者对此展开走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