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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月嫂：为贫困地区妇女赋能脱贫
拉紧的红色绳结被同时剪

断，彩带迎风飘扬，清一色的女
性的员工紧紧围绕，周围掌声响
起，这是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一
家家政服务公司的开业现场。 并
无特别的典礼，却因这家店铺的
创业者马灵利显得别样不同，甚
至引来该县领导为其剪彩点赞。

而在一年前，马灵利还被生
活的重担压得喘不过起来，技能
不多的她正在为生活的改变做
着相应努力。 此时，一个名为“爱
心月嫂”的公益项目落地她的家
乡临泉，这给马灵利带来了改变
的机会。

当下，我国“二孩”政策全面
放开，生育高峰来临，市场对于
月嫂、育儿嫂需求旺盛，与此同
时，一些贫困地区的妇女因缺乏
就业机会，面临就业难、收入低
等问题。 日益矛盾的供求关系使
月嫂市场得到繁荣发展。

何如将二者精准结合，让更
多贫困地区妇女能够掌握职业
技能，通过服务社会来改变自身
和家庭的命运？ 一个名为“爱心
月嫂”的公益项目正在为其寻找
着答案。

让贫困妇女重拾信心

马灵利，临泉县一名育有两
个男孩的“90 后”母亲。老大 3 岁
时，在工地干水电维修工的老公
不慎将脚弄伤， 医治花费不少。
此时，孩子和丈夫的经济压力几
乎全部压在了马灵利的身上。 马
灵利想过改变， 但苦于技能有
限，生活压力与日俱增。

同样来自临泉县的张雪，12
岁那年父亲去世母亲出走， 与 6
个姐弟一起由爷爷抚养。 5 年间，
爷爷因病去世、姐姐出嫁，作为
家中老二的张雪成了顶梁柱。 17
岁时，张雪无奈放弃学业前往县
城打工，承担起照顾弟妹们的责
任。

2017 年，为解决当地妇女就
业，临泉县政府开办育婴师培训
班， 马灵利和张雪同时入学，培
训后开始在县城的育婴馆做起
了育婴师。

2017 年 9 月 4 日，菲仕兰爱
心月嫂公益项目招生小组来到
临泉，在中国人口第一县开展扶
贫活动。 经过严格初、复试，两人
同时被录取，前往北京富平学校

进行一个月的家政、育婴等方面
的技术培训，同时还有提升自身
素养的爱心工作坊。

一个月的培训计划很快完
成，马灵利和张雪分别在北京成
功就业。 马灵利上户（被雇佣）做
了一名育婴师，张雪成了富平学
校家政门店的实习老师，帮助学
员联系雇主和维护权益。

良好的职业技能并顺利就
业，这让两人的薪水一下子水涨
船高。

“入户后 4000 元， 几个月后
就涨到了 4800 元，比老家多出近
一倍。 平时在雇主家吃住，几乎
花不了什么钱。 ”马灵利说。

工资的翻倍令马灵利有些
始料未及。 除了收入的改善，学
员们个人能力提升也显而易见。

学员上户后是否签署合同
成为家政人员维护自身权益的
重要标志。 一次学员上户后，张
雪为帮其签署合同，多次与小区
业主交涉， 最终获准进入小区，
并通过在业主楼道间耐心等待，
最终成功拿到雇主的用工合同。

张雪说，自己属于那种特别
积极的人，对待这样一份来之不
易的工作尤为如此。

“邦尼”谐音“帮你”

几个月的北京工作生活经
历， 让两人各自找到了人生价
值，并为此开始重新打算。 马灵
利想着通过个人努力在临泉县
开设一家属于自己的家政服务
公司，带动当地更多妇女就业。

2017 年 9 月进入富平学校
学习，10 月成功就业。半年后，揣
着在北京干家政月嫂积攒下的
资金回乡创业。 有着大城市的工
作经验，马灵利很快完成了市场
调研。 今年农历开年后就和姐妹
们利用互联网资源在线分发传
单，接单家政服务需求，以每天
近 300 元的收入标准圆了自己
的创业梦想，

2018 年 3 月 21 日， 马灵利
的家政服务公司正式成立。 开业
当天临泉县、 中国扶贫基金会、
菲仕兰公司三方领导共同为其
揭牌，赠送定制工服和培训教具
等物资，并寄语马灵利依托技能
用心经营， 通过劳动脱贫致富，
为更多姐妹创造就业机会。

之所以开店，除了改变现有

生活状态外，马灵利也希望通过
现身说法带动更多人实现就业，
通过努力改变命运。 为此，马灵
利给自己的公司起了一个好听
的名字“邦尼家政服务公司”，这
其中“邦尼”谐音“帮你”。

“我曾经也是一名受益者，
我希望将这份爱分享和传递下
去。 ”马灵利说，“公司成立将推
出家政服务人员的招聘计划，通
过自身努力解决更多当地姐妹
们的就业问题。 ”

张雪现在在临泉县一个公
益性岗位进行就业，也正计划着
通过前期的劳动积攒一笔钱之
后开店创业。

而与临泉县相隔数百公里
的国家级贫困县砀山县的刘艳
丽和汤素珍在经历过爱心月嫂
培训后，则选择了继续从事家政
服务业。 拥有一技之长的两人在
育婴行业， 工资也是迅速攀升，
在北京的汤素珍一度达到近
7000 元。

精准解决社会问题

近十年来，我国每年有 1600
万左右的新生儿出生。 2015 年
“全面二孩”政策后，国家统计局
2017 年公布的数据显示，2016 年
全年出生人口 1786 万人， 比上
年增加 191 万人。 在“二孩政策”
的推动下，预计未来几年新生儿
数量还会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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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地区妇女缺少好的技
能，较难在社会上实现就业。 但
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家庭生育
后由于工作时间和育儿经验缺
乏，往往在育儿方面也面临着难
题，供求关系的实际需要最终催
生爱心月嫂公益项目。

“农村的社会矛盾主要是农
村妇女赋能及就业问题，如果我
们为其培训赋能，提高就业能力
让其在城市就业，正好弥补了城
市家庭对孩子的照料问题，也提
升了收入水平，很好地解决这两
端的社会矛盾。 ”荷兰皇家菲仕
兰中国业务集团高级副总裁杨
国超说。

杨国超说，爱心月嫂项目初
衷主要覆盖三个方面，第一为女
性赋能，提高收入水平；第二为
授人以渔，通过技能培训提升就
业竞争力； 第三为关注社会矛
盾，传递爱心。 家政服务人员在
大城市实现就业后，作为受益者
能够继续传递爱心。

多方合力助力扶贫

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总人
口超过 230 万， 属国家级贫困
县，2014 年临泉县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 22.3 万人，经过三年集中攻
坚， 仍有脱贫人口 11.1 万人，很
多家庭人均年收入不到 3000

元，扶贫任务艰巨。
2016 年 6 月，荷兰皇家菲仕

兰公司向中国扶贫基金会捐赠
100 万元，用于启动“爱心月嫂”
公益项目。

根据中国扶贫基金会当时
的规划，项目旨在以“授人以渔”
的方式对安徽、河南、河北、甘肃
四省的贫困地区农村妇女进行

“精准扶贫”，计划首年在北京市
富平学校培养 140 名贫困农村
妇女成为具有母婴护理岗位能
力认证的爱心月嫂，培训后学员
就业率达 90%。 并获得了人社部
家政服务员职业资格证书。 岗后
月工资在 4000 元以上，最高可达
7000 元。

2017 年 7 月 18 日， 菲仕兰
公司再次向中国扶贫基金会捐
赠 120 万人民币，启动“爱心月
嫂”二期项目。

“2016 年 6 月启动以来，共
计培训了 268 名贫困地区妇女，
就业率接近 100%，未来培训人数
预计达到每年 300 人；招生地区
将逐步扩大， 从安徽、 河北、四
川、 贵州扩大到更多贫困地区；
另外，对爱心月嫂赋予更多内容
和内涵，在爱心工作坊基础上组
织爱心月嫂志愿者活动，参与公
益传递爱心。 ”杨国超说。

“政府举办技能培训班，就
是要帮助贫困地区群众提升自
强自立的意识， 转变思想观念，
正确树立人生态度，同时也会主
动发现就业机会。 通过政府引
入、公益搭台、企业参与、媒体宣
传的方向更好地向着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的目标进军。 ”临泉县
委常委、副县长陈健表示。

近日 ， 雅居乐地产集团
“聚·有所乐”品牌战略发布会暨
媒体答谢晚宴在北京正乙祠戏
楼举行。 雅居乐地产置业有限公
司营销中心总监郑碧华与在场
的媒体朋友分享雅居乐 2017 年
品牌历程以及 2018 年全新品牌
战略发布。

郑碧华说，2018 年， 雅居乐
品牌战略将继续履行雅居乐的
专属 CSR 战略， 携手国内知名

NGO 打造雅居乐独特的慈善公
益 IP，将公益系统化专业化和精
细化。 同时要启动雅居乐大客户
平台“雅尊会”，实现高端资源平
台的共享化，细分客户属性完善
服务流程， 将智能化的 CRM 系
统打造与客户满意度提升作为
年度重要内容。

被誉为“中国戏楼活化石”
的正乙祠，是北京最知名的戏楼
之一，也是中国最老的保存基本

完好的纯木结构戏楼，三百余年
的历史，让它沉淀了深厚的文化
底蕴，京剧大师梅兰芳也曾在这
里演出。

选择这样一栋具有历史文
化厚重感的老戏楼， 不仅与此
次雅居乐“文化地产”的品牌战
略主题辉映生趣， 更是与陈卓
林主席常说的“雅居乐要争做
百年企业”紧密相关。 这座古老
的建筑， 经过时间的冲刷仍然

熠熠生辉， 也正如雅居乐对自
己要求一样，要打造“有生命力
的建筑”。

在正乙祠戏楼这座北京最
知名的戏楼之一举办此次活动，
为了让大家品味北京的韵味，雅
居乐同时也准备了京剧经典曲
目———梅兰芳先生的代表作之
一《天女散花》。 艺术家的精湛表
演，让大家感受到文化传承的魅
力。 雅居乐作为旅游地产专家一

直倡导第二人生的居住理念，每
一个项目都蕴藏了自己独特的
文化气息。

2018 年年初，为了让雅居乐
在激烈的行业竞争中占领先机，
增加土地肥力， 选拔更优秀、战
斗力更强的人才， 冲刺千亿目
标。 据了解，自 2 月 1 日起，地产
集团做出了区域裂变的调整，北
京区域扩增包含了京津冀地区。

（徐辉）

雅居乐将打造独特慈善系统

■ 本报记者 张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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