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乌干达的卡文佩(Kawempe)
地区，37 岁的刚果难民罗赛特·
阿卡丽波(Rosette Akaliybo)与三
位年轻的男士一起，正安静地围
坐在木桌旁。 他们正在做一项看
似平凡却能令无数女性难民受
益的工作。

“这是我在卡文佩第一份正
式的工作。 ”这位单亲妈妈有两
个孩子， 目前在 MakaPad 位于
卡文佩的工厂工作， 她一边将
一 包 十 片 卫 生 棉 包 入 代 表
MakePad 的绿色包装袋内，一
边说着， 而她手中的这些卫生
用品是 MakaPad 采用非洲本土
物料手工制成的。 卡文佩也是
MakaPad 最大规模的生产地点，
这里离乌干达首都南面只有几
公里。

“我早上步行两小时来工
作，下班也要步行两小时回去。 ”
她说，“虽然这并不轻松，但我没
法支付交通费。 ”她一家六口现
在都要依靠她的薪金过活。 工作
一段时间了，罗赛特最大的感受
就是希望积累更多经验，加快工
作进度，才能赚更多钱。“我觉得
现在很好，因为我很努力，也有
工作的动力。 ”

位于卡文佩的 MakaPad 工
厂聘用了 150 个员工，罗赛特便
是其中一位。 罗赛特和另外三名
难民被选入参加一个新的试点
项目———培养和雇用城市难民
计划，罗赛特也是首位获选的女
性难民。

作为卡文佩境内 70,000 名
城市难民之一，罗赛特很庆幸获
得了这个工作机会。 而罗赛特能
获得这份工作，主要源于一位工
程学教授和联合国难民署之间
碰撞出的火花，尽管这两者之间
看似毫不相干。

男性也可以不尴尬

“身为男人，我从未见过卫
生棉。”MakaPad 创办工程师摩西
斯·穆萨兹 (Moses Musaazi)盯着
忙碌的生产线坦言，生产线上是
一种非洲本地的纸莎草纸，“直
至有一天，一位女士将她手袋内

的棉包抛向我。 我还以为她在开
玩笑，事实却并不是。 ”

十二年前，来自卡文佩马凯
雷雷大学(Makerere University)和
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研究员
向穆萨兹指出，当地女孩由于不
能支付昂贵的卫生用品，每月最
少有三天不能回校上课，有些女
孩更因此退学。 就算留在学校
里，这些女孩也有很多不能追上
课程进度。

知道了这些，穆萨兹决意尝
试一项艰巨的挑战，用本土物料
制作既便宜又环保的卫生棉。 他
从卡文佩联合国组织和大使馆
免费收集而来纸莎草纸和碎的
废纸， 制造出吸水的原型产品
后， 请自己的太太和女儿试用，
最后调试出正确的用纸比例。

为什么叫 MakaPad？ 它来自
于四个单词的首字母缩写，月事
menstruation、使用 administration、
知识 knowledge 和可以负担得起
affordability。

公司的最大支持者尤其与
众不同 。“联合国难民署是
MakaPad 的最大客户。”穆萨兹表
示。 难民署购买了约九成的产
品， 以供应给乌干达境内约 55
,000 位有需要的女性。 现时，乌
干达约有 190,000 名难民。 联合
国难民署购买 MakaPad 的原因，
主要是为难民提供工作机会，同
时让在校女孩们可以使用这种
环保的用品，令她们能够继续学
业。

到今年， 公司每年生产近
400 万片 MakaPad， 三个不同的
生产点横跨乌干达。 其中一个生
产车间建于 7 年前，它位于东南
部基亚卡(Kyaka)第二难民营内，
生产车间现在由难民主管营运，
并聘用了超过 50 位难民。

今年 2 月，MakaPad 和联合
国难民署开展一项新的试点计
划，训练和聘用位于卡文佩营地
的难民。 对于 MakaPad 的总经理
朱 丽 叶 特·纳 吉 布 勒 (Juliette
Nakibuule)来说，她十分欢迎难民
的协助。

“在 MakaPad，难民既可以
学习一技之长， 又可赚取生活

费。 ”纳吉布勒解释说，“我们每
月尽量培训更多难民，并且希望
最少有 20 至 30 位难民在此工
作。 ”

纳吉布勒不仅仅希望 Maka－
Pad 的产品获得联合国难民署的
支持，更希望可以取得乌干达公
众的支持。“现时乌干达市面上
有 35 种同类商品，他们 90%以上
是环保的、无化学成分的，我们
希望能成为第一位。 ”她还希望
最终能将产品送到乌干达以外
的更多地方。

会讲故事的女孩儿

不只是在乌干达，塞拉利昂
公益组织“一个女孩”(One Girl)
也正在做着同样的事情。

故事的缘起还得从 2010 年
讲起。萨拉·莫兰(Sarah Moran)穿
越非洲的旅行中，结识了一个 14
岁的女孩布伦达， 她和祖母、三
个兄弟姐妹一起住在坎帕拉的
贫民区。

“有一天，布伦达来找我，一
脸惊慌失措的样子。‘我得了疟
疾！ ’她说。 结果聊了几句发现，
她并没有疟疾， 而是第一次月
事。 ”萨拉说。“几天后，布伦达跑

来问我有没有卫生巾。 几天后我
离开了那里，我也不能每个月帮
她买卫生巾。 但是她一直很担
心，因为医生吓唬她如果不用卫
生巾会得癌症。 ”

回去后， 萨拉查阅资料，发
现那个医生没有危言耸听，由于
卫生条件欠缺，宫颈癌已经是欠
发达国家威胁妇女和女童的最
大杀手之一。“布伦达整整一个
星期没有去学校，因为她不好意
思。 因此，她不仅面临着一系列
疾病，而且要每个月错过一星期
课程。 ”

月事不应该意味着不平等。
在澳大利亚创新峰会上，萨拉讲
述的这个故事打动了很多人，创
立 LaunchPad 项目的想法获得了
压倒性的支持。 LaunchPad 是要
为塞拉利昂贫民窟的女性打造
负担得起的环保卫生巾， 在 10
至 12 个月间可生物降解。

“我们在 2010 年 10 月开始
做市场调研，在塞拉利昂北部的
10 个农村社区， 有 500 名妇女、
女孩参与。 结果发现只有 10％的
受访者听说过卫生巾，目前只有
1 名妇女使用卫生巾。 剩下的妇
女和女孩用老布和其他临时的
材料来管理她们的特殊日子。 ”
萨拉说。 幸运的是受访者们全部
给予了积极的回应，随后在她们
的社区启动了 LaunchPad 项目。

2011 年 1 月，萨拉和志愿者
们创建了一个小规模试验计划，
以建立市场的需求。“我们在 5
个社区进行宣传，通过宣传讲习
班演示何如使用卫生巾，告诉她
们使用的好处。 研讨会上，我们
向 147 名女性售出了 1000 多个
卫生巾。 ”

三个月后，萨拉又对 100 名
妇女进行了访谈，“她们 100％喜
欢卫生巾的柔软性和舒适性，并
且因此有了更多的隐私和尊严，

因为没有清洗要求，没有妇女遇
到任何皮疹、 瘀伤或疮。 只有 5
名妇女说她们无法负担卫生巾，
但她们能买得起小包装。 ”

塞拉利昂是世界上最贫穷
的国家之一，它也被认为是地球
上最糟糕的地方。 超高的产妇和
婴儿死亡率、女性割礼、枪杀犯
罪等等，一个女孩一出生面临的
挑战似乎是无止境的。

但是萨拉并不怕，她有远大
目标。“我们的目标是创造一个
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式，可以按
比例增加并在全球范围内复
制。”萨拉将 LaunchPad 向社会企
业的道路发展，通过和目标社区
紧密合作，每个村庄或社区的酋
长帮助 LaunchPad 挑选出一些女
性领导人，她们经过培训可能会
成为 LaunchPad 销售冠军， 同时
要在本地进行宣传讲座，以此来
增加女性就业机会，促进性别平
等。

“这些妇女很喜欢加入
LaunchPad 业务， 她们很清楚地
告诉我们，她们将努力工作以帮
助自己和自己的社区。 ”萨拉说。

（闫冰/编译）

MakaPad 的制作原料取自于
当地， 十分便于在当地生产，而
且这种材料制成的成品的吸收
效果完全不输给市场上任一款
同类产品。

这种名为纸莎草的植物 ，将
其绿色表皮剥去，里面的白色茎
部即作为 MakaPad 原材料。 该材
料经过软化步骤后，与水和白色
纸屑一起混合构成 MakaPad 的
吸收层。 在经过干化、再次软化、
紫外线杀菌和大小切割后，成品
即可投入使用，并且保证不含任
何化学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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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给女性难民每月的祝福

一位年轻的乌干达女士在手工包装的 MakaPad 用品底部盖上最佳使用日期印章

在此类便捷用品问世之前，每名女孩会每年因此缺席 40 天的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