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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世间什么最美？有人说是春日娇艳的花朵，有人说是女子绝世的容颜，更多人说是母亲慈爱的脸庞。每一个母亲都曾是天真的少女，不食烟火，不

知忧愁，在青春的路上恣意张扬。可是有一天，她放弃了婀娜的身段和自在的生活，只为了迎接一个新生命的到来，纵然这个小家伙让她身形臃肿、容颜憔

悴，她却依然为之倾其所有。在这个属于女性的美丽三月，我们采访了一些新手妈妈，感受她们在初为人母阶段所经历的思想和身体上翻天覆地的变化。

女儿现在18个月大，我和老公
常常对着她熟睡的模样情不自禁
感叹，“天啊，怎么可以这么可爱！
简直太萌了吧！”初为人父母大抵
如此。从怀孕、生育到哺乳期结
束，两年时间里，我前所未有地感
受到了时间的宽度，也时常感慨生
命的神奇，恨不得记录女儿成长的
每个瞬间，包容和接纳她的一切，
尽可能地理解并满足她的需求。
尽管我会为身形变化、产后脱发、
育儿劳累、失去自由等等而苦恼、
焦虑，但也享受各种“光明正大”地
为了女儿“买买买”的乐趣、享受跟
朋友交流育女心经时的共鸣，更重
要的是，因为女儿无限的依赖，恰
使我从中得到了更多的爱和幸福。

成长为一位母亲的道路并不
简单，我也走过弯路。怀孕时，跟
着育儿书、育儿公众号获得不少有
用的知识，但过度依赖理论、太过
谨小慎微，反而容易走入极端，渐
渐明白其实顺其自然，开心就好；
孩子出生后，为了实现纯母乳喂
养，试过各种方法，连从来不吃的

猪蹄汤也是一口闷，结果方法不科
学，肉都长自己身上了；上班后，为
了女儿的口粮不间断，有阵子天天
躲到卫生间里拓奶，现在想想也是
很拼了；离乳期，到处搜罗辅食菜
单，可认真做的辅食女儿赏脸好好
吃的少之又少，做辅食的积极性就
此被打击，倒是辅食工具跟风买了
一堆，有些还没派上用场……回顾
这段时光，有太多画面是我想要珍
藏的，即使每天听女儿叫几百遍的

“妈妈”，我也不会厌倦 ......累并快
乐着。

初为人母，最大的愿望是女儿
能健康快乐地成长，但愿在将来的
日子里，我能一直保留这份初心。

（华都股份 陶肖敏）

初为人母时有激动，有慌张，
有欢笑，也有苦涩。第一次做四
维，看到小小的他在屏幕里眨眼
睛，我激动得泪流满面；第一次抱
着只有 3600g的他，我紧张得手忙
脚乱；第一次喂他吃母乳，痛得我
哇哇直哭；第一次他对我笑，那一
刻我想让时间静止，尽情沐浴在他
的微笑里……太多的第一次，太多
难以忘怀的记忆，他的出现是我人
生中最美的故事！

当有一天，宝宝的外婆抱着他
时，他小手一张扑向我，嘴里叫着

“妈妈、妈妈”，我忽然鼻子一酸，原
来我成了这个小人的依靠。或许
对别人来说，我就像大海里的一滴
水，是那么微不足道，但对他来说，
我却是他的全部。为了他，我要让
自己足够充实和博学，在他问我十
万个为什么的时候，我能够对答如

流；我要让自己足够强大，能给他
提供良好的物质生活和成长环
境。我希望在他慢慢长大的时候，
可以在别的小朋友面前自豪地说，
我的妈妈是个很厉害的女人，她是
我的女神。或许这就是别人说的

“女子本弱，为母则刚”吧！感恩生
命有你，I LOVE YOU!

在三月八日女王节来临之际，
我也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女王节
快乐！ （浙农爱普 宋诗瑶）

当提笔写这篇新手妈妈感受
的时候，我的女儿已经出生 60 多
天了。看着身边浅睡中嗯嗯啊啊
的小胖娃，内心感恩而满足。

遥想怀孕初期，妊娠反应逐渐
显现，结束白天紧张的工作回到家
就是躺着，每天都像是得了肠胃
炎。直到 14 周超声检查，看到屏
幕上小小人形的胎宝宝安静地卧
在子宫里，我这才有了要做妈妈的
真实感觉。当时的心情很是激动，
告诉自己一定要好好珍惜、好好保
护这来之不易的生命。

在整个孕期和产后，我是幸运
的，也非常感恩家人为我和宝宝做
的一切。父亲为了让我吃得好点，
常常一早跑几个菜场买健康安全
的食材，给我做各种各样的营养
菜；母亲为了我能好好休息，承揽
了大部分卫生工作；爱人除了工作
以外减少了外出，尽可能空出时间
在家照顾我和孩子。随着宝宝的
出生，我这个新手妈妈正式上岗，

给宝宝哺乳、换尿布、洗澡、哄睡，
都是最新学到的新技能。虽然学
习技能修炼的过程很艰辛，但当看
到宝宝会抬头、会微笑、会认人 ......
每天都有进步的时候，觉得所有的
辛苦都是值得的。

感谢女儿来到我的生命里，这
样的年纪拥有这样的你，我无限感
恩和满足。我希望女儿能成为善
良、正直、自立的女生，而我也需要
不断地完善自我，给女儿树立榜样
并成为她坚强的后盾。女儿成长
的路还很长，我将会牵着她的小手
跟她一起慢慢走 ......

（明日控股 陈颖）

奶娃的日子具体而琐碎，喂奶、
换尿布、接种疫苗，单调而繁忙的生
活使我体会到养儿的不易和为人母
的幸福。小家伙的主题就是吃喝拉
撒睡，自从有了她，再无睡过整觉。
现在的她只能用啼哭来表达需求，
吃不够就哭，厌奶了也哭，半夜总会
醒，醒了又不肯睡，但是她的笑脸是
我疲惫时最好的慰藉，就这一笑，足
以让我升起“累死算了”的豪情。

养娃方知父母心。抱着女儿的
时候，我常常想起她的外公，我相信
他一直看着我们，尽管我无法接受
他已经离开的事实，但是我会将他
教给我的理念传承给女儿，堂堂正
正做人，善良自爱豁达。感谢妈妈

和公婆的支持。妈妈就像一个陀
螺，悉心照顾孕期的我，现在又围着
外孙女周转，除了日常的烧饭洗碗
搞卫生，工作日要带外孙女，周末要
下地种菜。偶有一天抱着女儿晒太
阳，才发现和风下那个洗着衣服的
妈妈早已满脸皱纹，藏不住白发。
很多时候想抱抱亲爱的妈妈，却鼓
不起勇气，看着她淹没在女儿的笑
声中，暗下决心对妈妈始终保持耐
心，绝不松开那只曾经牵引我的
手。也特别感谢我的先生，柴米油
盐下难免有意见争执，他总是能包
容我的任性，给予我鼓励和拥抱。
很难想象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先生能
给我煮夜宵熬汤粥，能给孩子洗衣

服换尿布做辅食，但时光真的塑造
了这样一个父亲。尽管我们过着很
平凡的生活，两个截然不同的人走
了同一条人生道路，但是我们能够
一起承担生活中的风雨，能共同陪
伴女儿的成长，实属幸矣。

（浙农实业 翁莉萍）

13个月前，在经历了将近36个
小时的煎熬后，我终于和我亲爱的
女儿迎来了初次见面，那一声响亮
的啼哭赋予了我一个伟大的身份
——母亲。当小小的她，软软糯糯
地躺在我怀里，我突然有了一种被
人依赖和需要的责任感，那一刻，我
暗下决心，要让她感受这个世界所
有的美好。

在之后的 13个月里，我每天见
证着她的成长和变化，她如同一个
会变魔术的小精灵，每一天都带给
我惊喜和快乐：满一百天，胖乎乎的
她翻了第一个身；四个月零六天，第
一次笑出了声；六个月零四天，第一
次品尝了米糊；六个月二十八天，第
一次喊出了“妈妈”；七个月零两天，
第一次喊出了“爸爸”；八个月整，有

了生命中第一次长途旅行；十一个
月零二十八天，独立迈出了人生中
的第一步……在这短短的 13 个月
里，我已经记不清有多少个第一次，
而在这所有第一次的背后，是我初
为人母所付出的点点滴滴，是我 13
个月没有整觉睡的折磨，是多次的
乳腺炎复发甚至高烧到40.3度的病
痛。可是，这所经历的一切，都因为
女儿可爱的一笑、一声甜甜的妈妈
变得甘之如饴。

在陪伴她长大的同时，我也在
成长、蜕变。我开始学习如何成为
一名母亲，给予她真正的爱和自
由。我开始更懂得真正的感恩，在
我还不谙世事的时候，我也曾被这
世界、被爱我的人如此温柔地对待；
我终于能体会父母三十年来对我的

关心、爱护和伴随我成长而默默承
受的无奈。

在未来的日子里，我期待牵着
女儿的手一起经历她人生中更多
的第一次，在她的成长中看到自己
的成长，同时也愿在生命的航程
中，我们都能看到想要看到的风
景。

（投资发展 杨淑斐）

第一次第一次

第一次感受胎动的惊喜，一股
暖流涌上心头，激动得我红了眼眶，
心中深藏许久的母爱瞬间被唤醒！
第一次听到清脆的啼哭，我的整个
世界豁然明亮，身旁的先生紧握我
的手，我们相视着喜极而泣！

凝眸于你的每一个动作：换尿
不湿时用力伸着懒腰的身体，乱踢
的小脚，吃饱后的满足的小脸，熟睡
时均匀的呼吸、紧握的小拳头，你打
个哈欠，睁开眼睛看着我，我喃喃自
语，对你说我是你妈妈 ......我知道你
脚趾头最怕痒，我总会脱掉你的袜

子，在你脚趾头上挠痒痒，你的小脚
到处闪躲，逗得我好开心。当你吃
奶秒睡的时候，我就会挠你脚趾头，
你肯定能醒来，用力继续吸奶。每
次给你洗好澡，按摩你的小肚子时，
你总会故意鼓起肚子让我按摩，我
夸你宝宝好厉害哦，你就会咯咯笑。

爱旅游的我，在你满月后就带
你坐飞机去了加拿大、厦门、普吉
岛，每次你都表现得很棒，把你放到
婴儿车上推着走，你就会慢慢入睡，
不影响爸爸妈妈吃喝玩乐。

有你后，我总会不经意抬起嘴

角笑，心里时常觉得十分温暖且美
好。感谢你让我感悟到生命的美
丽，我将默默静候你的成长，将你的
点点滴滴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明日控股 郑明利）

你是我生命中的惊喜你是我生命中的惊喜

孕育了 279 个日日夜夜后，小
杭宝终于降生了！当医生把他放到
我身上时，当我感受到他的体温时，
当他睁开双眼望着我时，我瞬间流
下了激动又心酸的眼泪。那一夜，
小杭宝安静地睡在我身旁，我却一
夜无眠，尽管医生再三叮嘱要好好
休息，我却始终舍不得闭眼，只想一
直看着他。

作为一名新手妈妈，刚出院时
简直手足无措，太小太软的身体让
我甚至不敢去抱他。犹记得第一次
给他换尿不湿，打开尿不湿的瞬间，
被他尿了一身；第一次给他洗澡，他

竟肆无忌惮地在澡盆里又拉又尿；
还有一次杭宝睡着时被自己的屁吓
哭了，从此成了全家的笑谈，后来才
知道，新生儿缺乏安全感，经常会被
吓到。

在育儿过程中，很多新状况的
出现时常让我和宝爸不知所措，我
们通过网络、书籍、朋友间沟通等途
径不断摸索学习。目前，和小杭宝
已经朝夕相处了40天，我因此也get
了很多新技能，比如很自然地说“妈
妈话”，以前看别人对着宝宝说着幼
稚的话会觉得别扭，现在自己很爱
说，因为宝宝爱听。

宝宝有时哭闹不止，必须一直
抱着，失去了自由和睡眠时间的我
难免烦躁不安，但是看着自带表情
包的杭宝各种卖萌傻笑，我的心就
融化了。带娃纵然辛苦，但已渐入
佳境。 （惠多利 罗丙芳）

初 为 人 母初 为 人 母

累并快乐着累并快乐着

女子本弱女子本弱，，为母则刚为母则刚

感谢有你感谢有你

养娃方知父母心养娃方知父母心

学着做妈妈学着做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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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报道

2月 27日，兴合集团第二十八次工作会议
在杭州召开，会议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中央、全
省经济工作会议，贯彻省社党委决策部署为指
引，在全面总结集团 2017 年工作基础上，深入
分析当前发展阶段的转换，研究部署 2018年工
作。省供销社主任、兴合集团董事长邵峰在会
上作了重要讲话，兴合集团总裁施建强作了工
作报告。会上，浙农集团等 10家子公司做了典
型发言。会议还表彰了 2017 年度创利优秀企
业，浙农集团的11家成员企业获得表彰。

邵峰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兴合集团 2017
年的工作，指出面对错综复杂的经济形势，集团
上下齐心协力、奋力攻坚，各项工作取得新的进
展。主要经济指标再上台阶，集团进入千亿时
代，综合实力进一步提升；大力推进市场拓展、
结构调整、业务创新、资本运作，巩固了主业竞
争优势和市场地位；全面融入"三位一体"农合
联建设，农资服务、农产品经营、商贸综合体建
设、垃圾资源化利用等为农服务工作取得新发
展；积极参与省委专项巡视整改工作，促进了社
有经济体制改革和社有企业健康发展。

邵峰强调，要切实抓住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重大机遇，充分认识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
党着眼国家事业全局，顺应亿万农民对美好生
活的期待，对"三农"工作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
社有企业作为供销社为农服务的实施经营主
体，必须在乡村振兴中主动担当、奋发作为，不
断提高政治站位和思想认识，把自身纳入乡村

振兴大局中谋划和布局，努力成为推进乡村振
兴的骨干力量。集团及成员企业要创新为农服
务方式，加强与市县供销社社有企业、农合联会
员企业合作，积极参与农业社会化服务提升、城
乡新供销服务覆盖、垃圾资源化服务创建等工
程建设；要扩大涉农产业投资，提升农产品加工
流通业水平，发展乡村新产业新业态。

邵峰强调，要加快推进社有经济治理体制
改革，按照推进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
体系的要求，参照国资国企改革的思路，深化
社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加快社有经济转型升
级步伐，不断增强社有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
一是健全社有资产授权管理体制，厘清社企职
责，促进权责一致。二是按照省供销社"放权
"、集团总部“强能”、成员企业“转型”的要求，
深化社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完善社有企业人
事、薪酬、股权、考核与监管等制度。三是把推
进转型升级作为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途径，
在优化资本结构、打造现代产业体系上下功
夫，在创新发展模式、增强核心竞争能力上下
功夫，在推进企业上市、提升企业发展平台上
下功夫，在提升服务水平、推进涉农企业壮大
上下功夫。

邵峰强调，要切实加强党的领导、党的建设
和从严治党，以作风建设和能力建设为根本，推
动集团发展再攀高峰。一是深入落实管党治党
政治责任，推动公司治理结构有效运转，抓好企
业基层党组织规范化建设，开展党务工作人员
培训，强化企业党风廉政和企业文化建设，坚决
让企业党建工作严起来、实起来、强起来。二是

着力抓好严格规范的监督管理，做到认真梳理
问题、分析根源、建章立制，做到深刻加强交流、
总结教训、提炼经验，做到健全体系、完善机制、
强化监管。三是坚持人才兴合战略，加强企业
干部的思想教育和作风建设，优化干部的选拔
任用，形成人才涌动、人尽其才的良好局面。

施建强作了“把握时代方向，加快转型步
伐，实现集团经济更高质量发展”的工作报告，
总结回顾了兴合集团 2017年工作，指出过去一
年集团经历不凡，过程不易，成绩不俗。他强
调，一要着力在错综复杂形势中把握好发展的
趋势与机遇，以谨慎的态度判断宏观经济走势
和市场，立足稳健经营，进一步走出舒适区，增
强创造力、应变力和适应力，拥抱波动性、随机
性和不确定性，努力把积极的市场因素和政策
利好转化为经营成果和发展优势；二要着力把
高质量发展作为今后一个时期的奋斗方向，以
质量和效益为核心，实现规模、质量、效益均衡
发展，实现质量、效率、动力变革，推动集团向高
质量发展阶段转型；三要着力将严格规范监管
融入企业经营形成长效机制，把内部控制规范、
严格的守法经营制度、完善的监督约束机制作
为企业的工作要求。

会议明确，兴合集团 2018年经济工作的思
路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省社党委决
策部署，结合巡视整改要求，以高质量发展为方
向，以稳中求进为基调，突出“改革、转型、服务、
强能”的工作主线，不断优化布局结构、体制机
制、发展方式、人才队伍，夯实千亿发展平台，提
升创效能力，开创新时代集团发展新局面。

特等奖

浙江金昌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明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华都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浙农爱普贸易有限公司

一等奖

浙江农资集团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惠多利农资有限公司

二等奖

浙江浙农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浙江农资集团金诚汽车有限公司

三等奖

浙江石原金牛化工有限公司
浙江农资集团金泰贸易有限公司

浙农控股集团浙江金鸿进出口有限公司

□办公室 陈江

2月13日，省供销社党委委员、省兴合集团
总裁施建强到杭州滨江区浙农科创园项目工地
检查安全生产并调研园区建设工作。施建强指
出，江虹路园区是浙农控股的百年大计，也是安
全管理重点领域，希望有关负责同志时时绷紧
安全生产这根弦，确保重点工程能够如期、顺
利、安全完成，同时要增强担当意识，坚持高起
点、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创业创新空间。

施建强走进工地现场，实地察看了项目建设
进展，并主持召开现场会听取关于园区建设计
划、运营方案、重点工作及安全管理措施等方面

的汇报，对浙农控股投资建设江虹路浙农科创园
的决策及项目进展给予了充分肯定，并称赞该项
目起点高、规划好、空间大，能为公司中远期发展
提供良好的硬件环境和腾挪空间。施建强同时
指出，江虹路项目体量大、工期紧、施工人员多，
规范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尤为重要。他希望公
司派驻在园区的管理团队以对企业、对事业、对
个人高度负责的态度，督促承建单位严格按照规
范要求组织施工，同时做好建筑垃圾清运、防护
墙网铺设、工人信息登记、节假日安全值班等具
体工作，确保安全生产领域万无一失。

施建强希望浙农控股把科创园项目作为企
业转型发展的战略机遇，坚持适度超前和面向

未来的理念，在内部结构设计、信息化布局、给
排水和消防管网布设等方面充分预留空间，高
起点谋划园区运营方案、高质量完成招商招租
任务、高标准培育创新经济产业，努力形成具有
供销合作基因、浙农文化传承和现代园区特征
的创业创新大平台。

调研期间，施建强代表省兴合集团向浙农
集团全体员工拜年，恭祝大家新春愉快、身体健
康、阖家幸福。

省兴合集团综合管理部部长林上华、企业
管理部部长贾旭宏，浙农控股集团党委书记、董
事长汪路平，总经理包中海，总经理助理叶郁亭
等参加调研和现场会。

□办公室 金莉燕

2 月 26 日，春节假期刚刚过
去，浙农控股集团便在杭召开了经
营管理工作座谈会。控股集团公
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汪路平,总经
理包中海及经营班子成员、本部中
层管理人员齐聚一堂，共商公司发
展战略，交流讨论管理思路。

汪路平代表集团党委和经营
班子对公司管理骨干过去一年的
辛勤付出表示感谢。汪路平指
出，公司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谋划
创新思路，实现突破发展，为百年
浙农梦的实现继续努力拼搏。汪
路平强调，新时代要有新作为，我
们要持续提高公司为农服务能
力，积极筹划、主动作为，结合供
应链打造完善的为农服务体系；
要积极推进现有业务板块转型升
级，培育新的盈利增长点；要充分
发挥员工创业机制的优势，将员
工利益和公司利益有机结合起
来，最大程度调动员工创业积极
性；要进一步加强公司党建工作，
建设富有浙农特色的企业党建品
牌；要继续稳步推进上市工作，齐
心协力妥善解决上市过程中出现
的难题。

包中海提出，面对风云变幻
的市场，我们必须不断完善规章
制度，加强风险管控力度，探索创
新发展道路。他指出，职能部门
干部也是公司经营管理的重要力
量，希望大家能在各自的岗位上
继续发光发热，为集团的发展添
砖加瓦。

经营班子成员和各职能部门
管理人员分别结合自身岗位，对
行业形势进行了深入剖析，为公司的发展建
言献策，表达了携手奋进的决心。

□办公室 金莉燕

3 月 7 日下午，杭州市滨江区委
书记詹敏来到正在建设中的浙农科
创园检查工作，肯定了浙农科创园目
前的建设情况。詹敏希望浙农集团
充分整合资源，有效利用空间，发挥
区位和产业优势，将科创园打造成创
新企业孵化大平台。他同时强调要
切实抓好安全工作，并预祝浙农科创
园按期顺利交付。滨江区委常委、副
区长兰斌及区住建局、发改局、城管
局、安监局等相关单位负责人参加检
查。控股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叶郁
亭汇报了项目建设方案和施工进度
情况。图为詹敏（右三）正在了解项
目整体情况。

邵峰在兴合集团第二十八次工作会议上强调

质量引领启新篇 干出精彩担使命
浙农集团11家子公司获表彰

新
春
座
谈
经
营
管
理

谋
划
创
新
发
展
思
路

施建强调研浙农科创园时强调

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创业创新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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