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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报道 Cover� Report

■ 本报记者 王勇

2016 年 6 月，北京朝阳大悦
城单向空间，一场普通却又特殊
的新书分享会在这里举行。

普通，在于它和一般的新书
分享会毫无区别， 有主持人、作
者、读者、相关人物，在单向空间
这样一个每周举办类似活动的
地方，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然而，
它又是特殊的，特殊在于这场新
书分享会的主角是两位家政工
大姐———来自西安的下岗工人
安翠萍和济南大涧沟村的农民
高云。

一方是位于北京繁华地带，
致力于提供智力、思想和文化生
活的公共空间，著名作家等知识
分子云集的单向空间；一方是在
公共空间基本处于失语状态的
家政工。 将二者连接在一起的是
一本名为《怒放的地丁花》的家
政工口述史。

这是一本由乐施会发起，北
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打工妹
之家、西安家政工工会、济南槐
荫积成社区社会服务中心支持，
记者高欣采编撰稿，20 余位家政
工口述， 历时 1 年多完成的新
书。 从某种角度上说，安翠萍、高
云也是作者之一———她们用口
述的方式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来自家政工大姐的声音

家政工，曾经的保姆，现在的
月嫂、住家工、老年护理、钟点工、
保洁……这是很多市民熟悉的陌
生人———似乎每个人身边都有，
却叫不出她们具体的名字， 不知
道她们内心在想些什么。

在她们还叫保姆的年代，电
视上似乎还有她们的形象， 舆论
中还有一段时间专门讨论她们。
一二十年过去了， 当家政工已经
超过 2000 万的时候，她们的声音
却淹没了，一如很多的弱势人群。

她们来自哪？ 她们有着怎样
的喜怒哀乐？ 她们担心着什么？

“眼里要有活，不要雇主指
一点干一点， 要不怕脏不怕累。
哪个雇主不喜欢爱干活儿的家
政工啊！ ”

从济南大涧沟村出来的高
云不仅坚持做了 12 年家政，还
总结出了从事家政工作的原则：
年轻雇主家好干 ； 吃亏不吃

“气”；眼里要有活；婆媳矛盾不
要参与……对行业的前景她有
着朴素的担忧———现在的孩子
都是大学生、独生子女，以后家
政这种工作，谁干啊？

“这是 24小时连轴转的工作，
孩子一哼我就起来了， 有时还需
要凌晨起床给产妇做饭。 ”

关于月嫂的高工资， 安翠萍
表示，看着蛮多，但身体特别累，
因为要连续工作一个月， 很多时
候，都得一口气干到底。有着下岗
经历的她，对得到尊重格外重视，
她说：“通过我的努力， 现在周围
人都认可我了，我就有了价值。 ”

女主人就直接来了句：“我
让你干啥你就干啥。 ”我说：“你
让我跳楼我也跳楼吗？ ”她一愣。
我接着说：“这样，咱俩性格也不
合，你把钱给我结了，我走。 ”

梁芸之所以离开了这一户
人家，其实并不仅是因为女雇主
对自己的态度，而是因为另一个
家政工。 女雇主怀孕了，找来月
嫂后，女雇主在她面前商讨怎么
用这个家政工，其间他们对月嫂
的用词特别不尊重。 梁芸就不同
意了，说要保证人家八个小时的
睡眠时间，否则人家哪有精力来
帮你。 女雇主反驳了梁芸，梁芸
当时没说啥，但心里很难受。 后
来才借故提出了离开。

“我劝所有和我有一样经历
的姐妹走出来，别再困惑，别再
受那些大男子主义的气。 咱出来
凭劳动挣钱，别受气，实在不行
就不过，别再忍受了。 ”

遭受了 20 多年家庭暴力的
李雪华来到北京做家政后，经历
过许多雇主。 在这期间，她的丈
夫也来到北京打工，对她的骚扰
和谩骂从来没有停止过。 然而李
雪华的心态，却因着见了更广的
世界，而慢慢改变了许多，最终
她不仅提出了离婚，还将自己的
家暴经历写成了小品剧本进行
演出，她希望台下的姐妹不要再
像自己当年那样傻。

只有四位同意使用真实姓名

《怒放的地丁花-家政工口
述史》这本书收录的家政工大姐
的故事与声音远不止 4 位，准确
说共 15 位， 而实际接受访谈的
有 20 多位。

从 2014 年 8 月接手写作任
务开始， 高欣用了近 1 年的时
间，分别在北京、西安、济南对这
20 多位家政工大姐进行了访谈。

“不能发表出来的口述访
谈，有些是因为内容相似，有些
是无效访谈，有些是尊重当事人
希望低调行事的强烈意愿，而有
些是为了保护当事人的个人隐
私。 ”高欣在序言中写道。

同意公开个人经历的大姐
中， 只有 4 位同意使用真实姓
名。“她们将自己深埋心底多年
的隐私和盘托出，我们也必然要
尊重她们提出的这一小小请

求。 ”高欣在序言中强调。
没有机会发声，由于种种原

因有机会也不愿发出声音，这种
状况普遍存在于弱势人群之中。
很多公益人不得不代替她们发
声，但这种发声往往并不能代表
她们的真实声音。

让家政工发出自己的声音，
正是乐施会发起这一口述史项
目的初衷。 希望增进公众对家政
工群体的认识和了解，也为家政
工群体提供更多的发声渠道。
“我们认为家政劳动应得到更多
的尊重，希望家政工权益有合理
的保障。 ”乐施会城市生计项目
经理王英瑜说。

对此，作为高校学者，也是
一家为家政工提供服务的济南
槐荫积成社区社会服务中心的
理事， 唐斌尧表示：“在现实中，
家政女工的声音在很大程度上
是被‘屏蔽’的，她们是生活中
‘沉默的’和‘失语的’一群，在公
共领域难有她们发声的渠道和
机会。 ”

唐斌尧强调：“口述历史真正
发掘了她们的主位体验、 意义世
界， 访谈者在平等尊重的氛围中
与这些底层贫弱女性进行生命故
事分享， 为双方都创造了一种对
各自日常世界（如工作、家庭、性
别身份等议题）进行反思的机会，
这本身就具有了赋权的意义。 当
这些‘卑微者’的声音能被发表、
传递出来，进入公共领域分享时，
口述历史就成为一种行动的力
量，可以形成新的公共议题，促进
知识生产， 改变人们固有的常识
观念，甚至可具有政策意涵。 ”

提供支持网络的三家公益
机构

家政工口述史项目设立后，
如何找到愿意接受访谈的家政
工成为摆在项目工作人员和高
欣面前的难题。

得益于长期为家政工社群

服务的基础，乐施会城市生计团
队找到了北京、济南、西安三地
服务家政工的社会组织———北
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打工妹
之家地丁花剧社、西安家政工工
会、济南槐荫积成社区社会服务
中心，接受访谈的大姐大多来自
这三家机构的引荐。

北京的打工妹之家成立于
1994 年，家政工文艺表演队是机
构开展各种活动的形式之一，后
来渐渐发展为地丁花剧社。 社名
来自家政女工刘鲜华的一首诗
《地丁花》，在诗中，她把家政女工
比喻为这种开在路边的小花：“自
强不息，傲寒凌风，开在路边，开
在石缝，开在荒野，开在春天。 ”

作为一家话剧社，共同的兴
趣帮助地丁花剧社慢慢吸引了
来自全国各地的、热爱文艺的家
政大姐加入。 剧社依靠社员的力
量慢慢做大做强；社员（家政大
姐） 则依靠这种大家庭的温暖，
逐渐乐观起来。 上文中的李雪华
便是如此。 对家政工们来说，这
里不仅是放松的场所，更是他们
重获个体尊严的舞台。

得益于一个家政工支持网
络的项目，西安家政工工会委员
会于 2004 年成立，162 名家政服
务人员成为第一批会员， 如今，
家政服务人员已逾千人。 之所以
叫工会，与这里的家政工人很多
是由下岗工人转型而来有关。 工
会的业务内容主要包括为大家
维权、心理安慰、提供技能和法
律培训等。 通过工会的社群网
络，家政工姐妹们互相支持着走
过了十多年。

济南槐荫积成社区社会服
务中心是一家 2011 年注册的由
高校老师发起的专业社工机构。
该机构在大涧沟村设立了项目
点，为村里的家政工们提供了一
个交流的空间，举办各种社群活
动。“在积成社我找到了快乐，心
里有了底， 遇事有了主心骨，和
姐妹们互相交流总是感觉活动

的时间不够。 ”高云这样表述自
己的感受。

“正是因为这些机构一方面
为身边的家政女工提供了实实
在在的帮助，同时搭建了家政女
工互助支持平台以及发声的平
台，才能得到众多家政工大姐的
热爱。 这也为我们的访谈提供了
足够的信任基础和顺畅的沟通
渠道。 ”高欣感叹道。

如何让家政工体面工作

通过乐施会、 三地社会组
织、高欣、家政工大姐等的共同
努力，最终书稿于 2016 年 5 月正
式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这才有了开始的新书分享会。

然而，《怒放的地丁花-家政
工口述史》的出版并不是项目的
终点，让更多人听到家政工的声
音，通过社区/社群服务、研究倡
导、公众教育等形式推动家政工
行业以及家政工群体生存状况
的改善，才是乐施会城市生计团
队长期以坚持的目标。

选择公开出版，走公开图书
发行渠道， 组织新书分享会，正
是希望让更多人听到家政工的
声音， 以促使更多人了解家政
工，参与改善他们的生存状态。

就在新书分享会的同月，书
中北京篇的主人公中已经有 4 位
不在北京从事家政服务了。 流动
性、边缘化、非正规就业，对家政
工来说，是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她们大多是 40 多岁、50 多
岁，因为没有保险，一直处于焦
虑状态。 她们必须自己想办法存
钱养老，能够给她们提供的社会
保障十分缺乏。 这是政策制定者
和机构以及学者需要考虑的问
题。 ”王英瑜强调。

“等我老了，就跟现在的许多
老人一样，没工作没钱，只能指望
儿子。到时候，儿子有钱就给我点
儿，没钱就自己过苦日子。 ”

这样沉重的句子，济南家政
工人林凤说得轻描淡写。 之所以
如此， 是因为她明白对她来说，
这是一个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
也看不到希望。

另外，目前我国大部分家政
工都是通过劳务市场中直接和
雇主个人联系，此类家政服务不
受劳动法保障，一旦出现劳资纠
纷， 难以通过法律手段维权；家
政工的收入远低于付出，如果工
作时不幸受伤，无法得到工伤赔
偿，会令生活陷入极大的困境。

“改善家政工的生存工作状
态，需要出台更多的行业扶持性
政策。 ”唐斌尧强调。

来自她们的声音：

一本家政工大姐的口述史

（上接 08 版）
随着中国逐渐进入人口老龄

化，钟点工、月嫂、育儿嫂、护工等在
中国的城市供不应求。根据商务部
2016年统计数据， 需要家政服务
的城镇家庭达到近 40%。 而据中国
家庭服务业协会统计， 截至 2016

年，雇主需求量达到 7000万户。
这使的专业护理人员拥有

巨大的市场需求。 中国贫困农村
妇女就业技能培训却亟需加强，
而中国城市二胎生育潮拉动的
月嫂、 育儿嫂需求呈井喷式增
长，两者之间需要一个很好的桥

梁进行供需匹配。
“爱心月嫂”项目有效帮助缓

解目前市场上专业护理之中的母
婴护理人员明显不足的供需矛盾。

另一方面，帮助低学历、缺乏
技能的农村妇女学习家政技能，
获得劳务报酬， 不但让家庭摆脱

了贫困， 还能提高农村妇女的家
庭地位， 同时帮助她们改善家庭
生活状况，改善家庭关系，甚至以
她们为榜样， 带动和促进了新农
村发展，为“精准扶贫”工作提供
新的思路和参考路径。

“‘爱心月嫂’项目不在于人

数多少和收入高低， 项目让妇
女、女性、妈妈变成了家里的顶
梁柱， 一个月的培训 90%学员取
得相应证书， 薪酬平均 4500，最
高达到 7000 元，这种一人受训全
家受益模式已经显现。 ”中国扶
贫基金会秘书长刘文奎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