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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看到好好情绪失落时，杨柳
会对她说，“其实爸爸妈妈更爱你，
因为你先于弟弟陪伴了我们8年。”
这是杨柳的真实想法，她说，弟弟一
出生就有个姐姐，但对姐姐来说，是
后来多出了一个弟弟，姐姐的态度
将是姐弟间关系的关键所在。

2014年，在生二孩之前，杨涛
就曾和 6 岁的大女儿说明了自己
的想法，“孩子出生后，全家人的重
心会随之转移，这是不可避免的，
从一开始就要跟老大交流，并且父
母的教育不能让老大形成家里面
唯我独尊的观念。”

2015年底，杨涛的小儿子出生
了，姐姐不仅没有觉得父母偏心，
反而会帮着父母一起照顾。在杨涛

看来，老二的出生让老大更加懂
事，有了一种责任感。

在成都从事早教行业的杨玉
枝说，父母在孕前和孕中就要努力
做好老大的工作，让老大对老二充
满爱心和期待。“父母要把还想有
一个孩子的愿望传达给孩子，毕竟
这是一家人的大事，要让孩子有一
种参与感和存在感。”同时，有了二
孩之后，要让老大做一些力所能及
的事情，共同参与老二的成长，学
会担当和分享。

四川大学附属实验小学教师
许艳丽告诉记者，两孩家庭对孩子
的成长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如果引
导不好，势必适得其反。在她任职
的班上，大约有1/4的学生来自于

两孩家庭，让她印象深刻的是，这
些有兄弟姐妹的孩子比独生子女
更懂得包容和忍让，“尤其是在家
中排行老大的。”

在心理学上，有一个专业名词
叫“同胞竞争障碍”，说的就是同胞
兄弟姐妹之间相处的微妙关系。不
管是父母的爱，还是个人的表现，有
了两个或是两个以上孩子之后，他
们之间必然会有比较和竞争，关键
是父母要妥善平衡其中的关系。

熊丙奇谈到，有两个孩子的家
庭，平时要注意平等对待，在物质
和精神上都要尽量“一碗水端平”。
而传统观念中的“皇帝爱长子，百
姓爱幺儿”，对两个孩子均会有消
极的影响。

大邑县检察院在审查起诉一起
交通肇事案的过程中，了解到被害
人潘某因车祸受伤住院，并一直处
于昏迷状态，且被法院宣告为无民
事行为能力人。住院近一年，潘某家
中已无法承担其住院费用，大邑县
检察院认为潘某符合司法救助条
件，告知其监护人丁某可以申请国
家司法救助。由于潘某处于昏迷状
态，丁某也不方便到该院提交司法
救助申请书以及其他证明材料，于
是，该院及时与武侯区检察院沟通协
调，通过视频接访系统实现两院对
接，让丁某就近到武侯区检察院向大
邑县检察院提出司法救助申请。大邑
县检察院控申科干警对申请材料及
时审查，实地走访慰问，核实情况，制
作综合书面报告后及时提交该院国
家司法救助小组审批。

当大邑县检察院干警来到被救助
人家中为其发放救助金时，丁某对检
察院干警表示深深感谢的同时，也对
检察机关维护群众合法权益、提供便
捷救助申请方式的做法倍加赞许。

2015 年 10 月 10 日，龙泉驿区一
犯罪嫌疑人因卖菜摊位纠纷与被害人
发生撕扯，导致被害人右股骨颈粉碎

性骨折，经鉴定为轻伤一级。该案移送
审查起诉后，承办人了解到，犯罪嫌疑
人家庭困难，无力对被害人进行赔偿。
被害人以卖菜为生，丈夫常年在外打
工，父母和小孩平时都依靠被害人照
顾。被害人因受伤导致生活无法自理，
且还要进行二次手术，恢复时间长达
3 年。在得不到犯罪嫌疑人赔偿的情
况下，被害人家庭生活无以为继。

结合被害人实际情况，龙泉驿区
检察院刑事检察部判断被害人符合
司法救助的条件，随即向诉讼监督部
门建议启动司法救助程序。为核实被
害人家庭实际情况，刑事检察部与诉
讼监督部干警前往被害人所在社区，
通过社区实地考察被害人的家庭状
况，证实被害人家庭经济困难情况属
实，决定开展司法救助，并督促承办
人快速办理，在三个月内完成了所有
审批所需。

过去一年，成都市两级检察院保
障特殊群体利益，严厉打击侵害老年
人、残疾人人身权利以及拒不支付劳
动报酬等犯罪，加大国家司法救助力
度，为 142 名当事人及其近亲家属发
放救助金175.9万元。

成检宣 成都商报记者 张柄尧

视频接访
司法救助插上“e”翅膀

发帖想捐眼角膜
女孩：想让网友帮忙联系

2日早晨，网友“椰子姑娘”发
帖《独腿癌症女孩刘芸华自愿捐献
眼角膜，紧急求助！》，文中主人公
自称刘芸华，今年19岁，因骨癌右
腿高位截肢，之后又发生多发性肺
部转移，致生命危险，目前病情加
重。考虑到自己的病情，刘芸华想
捐献眼角膜，却找不到途径，希望
有人帮忙联系。帖子发出后，内容
被大量转发，网友纷纷力挺刘芸华
的善良心愿。

4日，记者前往医院看望，母亲
刘召芳介绍，2012年女儿被检查出
骨癌，后到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确诊，
在2013年治疗一年多之后，在2015
年7月15日女儿左腿截肢，化疗后戴
上假肢。

刘芸华告诉记者，帖子是自己
所发，由于自己不知道怎么捐献眼
角膜，想发动网友帮忙联系能捐献
眼角膜的机构。“因为自己截肢之
后，一直是爱心人士捐的治疗费用，
想回报社会。”刘芸华说。

刘召芳介绍，目前，已有相关机
构前来对接女儿捐献眼角膜一事。

3天有300多人联系
家人：希望给她休息时间

刘芸华发帖后，备受广大网友和
媒体关注，前来医院看望刘芸华的人
越来越多，家里人表示接待压力增
大，刘芸华休息和治疗受到影响。

刘召芳介绍，最近电话不断，有
人不断加微信，休息时间很少，目前
有3名爱心人士在病房外专门接电
话和回信息。

“从2日到4日，3天时间，大概有
300多人打电话和加微信，没有停
过”。爱心人士郑静说。

刘召芳表示，帖子发出后，3天
里她基本上在接电话，现在照看刘
芸华的时间很少。根据刘芸华目前
的病情，刘召芳表示，希望广大爱心
人士给刘芸华一定的时间和空间，
让她好好接受治疗。

今年想在家过年
愿望：戴上假发拍一份写真

刘召芳介绍，其实刘芸华很不
想在医院，想出去走走，但因为病情
的原因，不能外出。眼看离过年的时
间越来越近，躺在病床上的刘芸华
表示，希望自己尽快好起来。她说：

“希望今年能在家里一家人过年。”
刘召芳介绍，自从刘芸华得病

之后，一家人根本就没有好好过年，
2013年和2015年刘芸华都是在医院
过年，感觉特别冷清。

“即使她过年在家，也没有过个
舒心年”，刘召芳说。今年过年，刘芸
华表示，因为自己病情加重，一家人
在一起过年可能很难。

此外，郑静介绍，刘芸华很爱美，
放射治疗后，头发变白，她希望自己
能戴上假发拍一份写真，希望有爱心
人士能够帮她实现这个愿望。

成都商报记者 张杨

19岁独腿患癌女孩：
如果我离去，愿捐出我的眼角膜

““ 全 面 二 孩全 面 二 孩 ””之 教 育 学之 教 育 学

为了二孩孕妈的健康
四川名医送了好多福利

“全面二孩”政策落地满一年了，
许多妈妈都已经在等待第二个宝宝降
临，或者在积极准备中。近日，成都商
报四川名医联合成都各大医院及健康
服务机构，针对容易被忽视的多种孕
期健康风险，为二孩孕妈们提供丰富
的健康好礼。
价值600元的口腔检查

名额30个，由成都圣贝牙科医院
提供，项目包括：①口气检测；②牙菌
斑检测；③牙周病深度探测；④内窥镜
检查；⑤咬合检测（以上各一次）；⑥数
字全景片一张。
价值32元的眼健康体检套餐

名额50个，由成都东区爱尔眼科
提供，项目包括：①视力；②非接触式
眼压；③电脑验光；④泪膜破裂；⑤裂
隙灯检查；⑥医生诊断（以上均为双眼
一次）。
孕妈+儿童免费肛肠检查

由四川洲际胃肠肛门病医院提
供，项目包括（可同时领取）：①孕前直
肠筛查，价值235元（限50个）；②孕中
直肠筛查，价值295元（限50个）；③儿
童直肠筛查，价值275元（限50个）。另
有住院专属礼包（以下各限额20个）：
①孕前、孕产妇痔疮、便秘、会阴撕裂
伤住院手术治疗，优惠600元；②小儿
肛周脓肿、肛瘘、先天性无肛、先天性
肛门畸形，住院手术治疗，优惠600元。
价值528元的妇科检查套餐

名额50个，由成都玛丽亚天府妇
产儿童医院提供，项目包括：①生命体
征（身高、血压、体温）；②既往史（手术
史、住院史、过敏史、现病史、药物过敏
史）；③妇科体查（外阴、阴道、宫颈、子
宫、盆腔、附件）；④盆底功能检查（盆
底肌Glaze康复评估）；⑤常规检验（白
带常规）；⑥健康指导（女性健康生活
方式指导、生育及避孕指导）。
免建卡 也能上名牌孕妈学校

除了健康检查福利外，四川名医
还为用户提供多家医院、知名机构的
培训课程，让二孩孕妈对再次孕育一
个健康宝宝有更深入的了解。

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妇产科孕
妇学校、成都玛丽亚天府妇产儿童医
院1月孕妈妈课堂、武侯区妇幼保健院
一季度孕妇学校，原本只为建卡孕妇
提供，现特向四川名医用户开放报名。
成都积木宝贝早教中心给每个通过四
川名医报名的家庭提供一堂免费早教
课体验，并享有折扣优惠。瑞士美德乐
公司提供一次性乳垫1盒（10片），共
200盒，每人限领2盒，领完即止。
以上所有福利领取方式：

关注成都商报四川名医公众号，
在首页对话框输入关键词“福利报
名”，填写报名表后等待工作人员联
系。 成都商报记者 王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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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巴中市恩阳区19岁“独腿女孩”刘芸华发帖要捐献
自己的眼角膜，但苦于没有途径，希望有人帮助，网帖发出后
备受广大网友关注。刘芸华家人表示，目前为接待爱心人士
的到访，女孩几乎没有休息时间，“感谢大家关注，希望孩子
能有更多的时间安静养病。”

刘芸华告诉记者，新年将近，自己最大的心愿就是今年
能在家里一家人过年。

近日，家住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的司法救助申请人丁
某收到了大邑县检察院检察官送去的2.7万元国家司法救
助金。他是大邑县第一个通过该县检察院视频接访系统成
功办理司法救助的申请人。

有了老二之后
老大变了

琴欣是独生子女，2014年底，她生
下了老二。“刚生下时，老大还是多欢
喜的，觉得自己有个妹妹了。”没过多
久，问题就来了。

琴欣说，他们夫妇对孩子比较严
格，只有老大时，吃饭、穿衣等都要求她
独立完成，“之前（老大）都能按照要求
完成，但妹妹一出生，情况就变了”，刚
开始是“说我们不陪她”，后来发展到任
何事情都要和妹妹比，喂妹娃饭，她看
到后说自己手不舒服，也要大人喂。“到
现在，她什么事都觉得‘不公平’。为了
缓和矛盾，我连买玩具都是双份。”

和大部分家庭不一样，杨柳（化
名）选择生二孩，是受了大女儿好好的
影响。“在全面二孩政策之前，孩子班
上的一些同学，陆续有了弟弟妹妹，女
儿也希望我们给她生个弟弟。”2016年
8月，杨柳顺利产下了小宝，小名仔仔。
一家人的重心放在仔仔身上，起初，好
好因弟弟的诞生异常兴奋，不过杨柳
和丈夫担心的状况还是发生了。

第一次感觉好好的变化是一天午
睡的时候，杨柳说，她和丈夫在房间哄
仔仔睡觉，突然好好骑着扭扭车，撞开
房门冲了进来，跑了一圈又出去了，声
音很大。“那个扭扭车好好3年前就没
有玩了，一直放在储存室里。”杨柳这
才意识到，大女儿是用这样的方式，来
引起父母注意，“刷存在感。”

还是同样的原因，一次在仔仔睡
觉的时候，好好在客厅里吵闹，这一
回，杨柳直接对她说，“不要影响弟弟
睡觉。”“我晓得你们就是喜欢仔仔。”
好好的话让杨柳和丈夫无所适从，“我
马上跟她解释，爸爸妈妈更爱你，但孩
子说什么都听不进去。”

不过，在杨柳丈夫看来，好好的改
变也有积极的意义，“孩子以前不爱说
话，有了弟弟之后，经常主动与我们交
流。”不难发现，这是孩子为了得到父
母的重视而更爱表现自己。

为了应对大孩随时挂在嘴边的
“不公平”，琴欣（化名）只得采取最原
始的“公平方式”：什么东西都买两
样，哪怕是大孩根本不会耍的玩具。

即便这样，还是没能堵住老大的
嘴，“凭什么你抱她不抱我？凭什么她
可以跟你睡，而我却不能……”

“我们老家有句俗话，叫‘只愁生
不愁养’，现在这句话倒过来了。”琴
欣感慨地说，现在物质条件好了，医
疗技术发达，生个孩子并不是那么困
难，反倒是教育孩子，是她最头痛的，
“一个都教不好，两个咋办？”

成都商报记者 逯望一 顾爱刚
摄影记者 刘海韵 一个都教不好
两个咋办
为何两孩争宠突出？
教育学者：因对老大教育缺失而起

70 后的杨国忠在农村长大，
对他来说，再生一个最主要的原
因，是他从小就有兄弟姐妹陪伴。

“我有一个姐姐、一个哥哥，从小一
起长大，虽然打打闹闹，但感情一
直很好。”

“下河游泳、滚铁环……就是
哥哥教我的。”但让杨国忠没想到
的是，当自己有了两个儿子之后，
如何让两个孩子都不受委屈，成了
一件让他头痛的事。

“大儿子7岁，小儿子4岁，小
儿子衣服破了，给他买一件衣服，
没给老大买，老大看了很不高兴。”
在杨国忠看来，各方面都做到一视
同仁，其实并不容易，“有时候父母
根本不会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在孩
子看来是偏心。”

如今生育二孩的父母中，70后
和80后成了主力军。教育专家、21世
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
导致目前两个孩子争宠现象的原
因，首先是父母对第一个孩子的教
育。对第一个孩子的教育方式将直
接影响他对弟弟妹妹的态度，因此
老大对弟弟妹妹的不满，其实是父
母教育缺失的体现。“两孩家庭的教
育，从第一个孩子出生时就应该从
两个孩子的角度考虑。对于很多原
本不打算要二孩，政策放宽之后才
计划的父母来说，教育两个孩子很
可能是一个措手不及的问题。”

浙江大学心理学硕士、国家二级
心理咨询师冯颖，是畅销书《二孩时
代》的作者，也是两个男孩的妈妈。

两个孩子之间的冲突，也是妈
妈们一直以来所烦恼的。冯颖认为，
对于二孩的出生，大孩心有不满是
再正常不过的反应。即便他的大脑
没有意识到，在他的潜意识中也是
会有抗拒的。因此，在二孩出生后，
爸爸或妈妈至少有一个人要把主要

精力放在大孩身上，因为这个过渡
期对大孩的心理挑战特别大。

冯颖介绍，两个孩子可能闹别
扭的理由千奇百怪，可以是过马路
谁拉妈妈左手谁拉妈妈右手，可以
是看动画片谁坐哪个座位，甚至可
以是吃饭时谁用哪个小碗。当然，
更多是因为玩具！任何顺理成章的
生活场景都有可能引发一场战争，
并且愈演愈烈。

如何解决两个孩子之间的冲
突？冯颖说，在没有到影响孩子健
康和家庭秩序的程度之前，还是建
议妈妈们让孩子们学会自己解决
冲突。在解决冲突的过程中，孩子
们逐渐学会了观点采择，不仅从自
己角度看问题，还要考虑对方的需
要；正是在这些冲突过程中，孩子
们学会了理解与合作。可以说，冲
突是孩子们成长的必修课。

两个孩子如何教？物质和精神上尽量“一碗水端平”

发生冲突怎么办？让孩子们学会自己解决冲突

刘
芸
华
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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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的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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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杨柳8年前生下女儿好好后，去年8月又生下儿子仔仔。图为姐弟俩在一起玩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