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唯品会开通全国首条单亲妈妈服务热线
专业阵容免费提供法律咨询及心理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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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 年 5 月 10 日， 在母亲
节来临之际，唯品会公益“唯爱·
妈妈+幸福赋能计划”（以下简称
“唯爱·妈妈+”项目）推出“唯爱妈
妈热线”———国内首条专注为单
亲妈妈提供法律与心理咨询服
务的免费热线 400-038-8888。
该热线于 5 月 12 日母亲节正式
开通，热线由经验丰富的法律与
心理专家坐镇，7×14 小时全年无
休，以专业、便捷、高效、精准的
方式切实满足全国各地单亲妈
妈最为迫切的法律、心理服务需
求，帮助妈妈重拾积极面对人生
的自信和能力。

“唯爱妈妈热线”获得了来
自广州市法律援助基金会等机
构的支持，标志着“唯爱·妈妈+”
项目在各种专业细分领域不断
探索、创新与扩展，以专业力量
为单亲妈妈注入源源不断的勇
气与支持。

专业+长时+链接
免费服务单亲妈妈

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发布
的《十城市单亲妈妈生活状况及
需求调研报告》显示，法律援助
（46.4%） 和心理咨询与辅导
（43.7%） 是单亲妈妈最为迫切的
社会服务需求之一，自我期望与
价值受挫、 抚养权归属纠纷、财
产分配等问题，成为困扰着众多
单亲妈妈的几道“坎”。

洞察到单亲妈妈的迫切需
求，“唯爱·妈妈+”项目于 5 月 12
日母亲节特别推出国内首条专
注服务单亲妈妈的“唯爱妈妈热

线”400-038-8888， 提供法律及
心理双重专业支持。 在法律咨询
方面，具有处理婚姻家庭纠纷或
诉讼办案丰富经验的值班律师
为单亲妈妈提供免费的法律咨
询服务，让她们在“知法懂法用
法”中走出困境。 在心理咨询方
面，持有国家注册心理咨询师认
证的专家团队在家庭关系、女性
情感、少年儿童成长等方面有着
丰富实践经验帮助单亲妈妈排
忧解难，疏导心理压力。

据唯爱妈妈热线中专注于婚
姻家事法律的坐席专家表示：“心
理问题与法律纠纷对单亲妈妈的
影响总是相互作用的， 如果在同
一个案中提供法律及心理双重专
业支持， 可以更高效地帮助单亲
妈妈走出心理与法律困境。 ”

除了拥有强大的专业服务
团队，“唯爱妈妈热线”更兼具长
时服务、 资源链接等特色亮点。
“唯爱·妈妈+”项目充分考虑到单
亲妈妈兼顾照料孩子、 家庭、工
作的时间成本难题，将热线服务
时间设置为周一至周日 8:30-22:
30，很好地补充了社会上其它法
律和心理咨询平台朝九晚六的
服务时间。 同时，除了提供法律
与心理咨询服务，“唯爱妈妈热
线”还将根据单亲妈妈的个性化
需求，精准、及时地转介线上线
下各类公益服务资源进行个案
跟进，高效链接“唯爱·妈妈+”项
目内外的帮扶力量。

除了开通“唯爱妈妈热线”，
“唯爱·妈妈+”项目更在母亲节期
间携手二更公益、荔枝、多个城
市户外媒体等平台发起社会倡

导活动，力求为单亲妈妈和孩子
提供良好的社会氛围，让单亲妈
妈抛开不必要的心理包袱，勇敢
前行。

携手法援基金会
开创公益新模式

除了在“唯爱妈妈热线”的
法律援助服务板块携手服务单
亲妈妈，“唯爱·妈妈+”项目、广
州市法律援助基金会双方更共
同推出唯爱妈妈公益法律援助
项目， 分别在广州市法律援助
基金会、 广州市法律援助处及
11 个区级法律援助处挂牌成立
共 13 个“唯爱妈妈法律援助工
作站”，为经济困难的单亲妈妈
提供法律援助金， 同时降低法
律援助关于家庭人均月收入的
免费服务门槛， 让更多的困境

妈妈能够免费获得案情分析、
案件辅导、 公益法律课堂等多
种形式的优质、 专业法律援助
服务。

作为本次活动指导单位的
出席嘉宾，广州市妇女联合会主
席刘梅女士表示，唯爱妈妈公益
法律援助项目的启动，是进一步
通过专业服务与资源协同平台
相结合的模式，项目链接多方公
益资源，实现综合赋能的创新公
益实践。 广州市妇女联合会将通
过更多窗口，高效整合单亲妈妈
需要的社会服务资源，共同为她
们守护和谐家庭。

广州市司法局副巡视员沈
佳良表示，通过双方携手探索创
新公益与法律援助的结合模式，
将保证更多妇女在遇到法律问
题或者权利受到侵害时，能够获
得及时有效的专业引导和权益

维护。
唯品会集团党委书记、副总

裁黄红英表示，唯品会一直坚守
“取之于女性，用之于女性”的初
心， 长久以来关注女性公益，为
广大女性赋能。 她说道：“‘唯爱·
妈妈+’ 项目成立以来切实地帮
助了许多单亲妈妈，在这个过程
中我们洞察到，单亲妈妈不仅需
要精神层面的支持，更需要专业
力量帮助她们应对生活中的各
种现实难题。‘唯爱妈妈热线’与
唯爱妈妈公益法律援助项目的
启动，不仅能让赋能变得更专业
和高效，还将吸引更多专业机构
和人士加入，未来我们将继续携
手各种专业力量共同探索专业
赋能单亲妈妈的创新模式，让单
亲妈妈持续不断地获得勇敢前
行的支持与能量。 ”

（张慧婧）

近日，英格索兰公司联合北
京和众泽益公益发展中心、广州
市志鲲公益慈善基金会和北京
市乐龄老年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在北京乐成养老双井恭和苑举
办了“创·享幸福养老新模式高
峰论坛”， 共同探讨人口老龄化
加剧的时代背景下解决养老问
题的新思路、新观点，为进一步
提升老年人晚年的生活品质和
幸福指数献计献策。

促进社区养老志愿者发展

此次高峰论坛上，嘉宾们通
过主题讨论进一步探讨了新时
代下的创新养老模式和当今老
龄化时代背景下“智慧养老”的
新趋势。“互联网+”的引入将催
生养老服务的新模式：通过运用
信息技术手段，对接医疗机构及
养老服务资源，可建立老年健康
动态监测机制；同时发展健康养
老数据管理和智能分析系统，实
现健康养老大数据的智能分析
和处理。 智慧技术与智慧资源的
引入都将帮助养老机构、社区大

幅提升管理效率， 并提供快捷、
高效且低成本的互联化、智能化
的养老服务。

针对志愿服务如何增效幸
福养老的话题， 嘉宾们指出，与
国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能够常
年开展活动的志愿者人数近
6000 多万人， 约占全国人口的
5%，但只有美国的 1/6，其中能为
居家老人提供养老服务的志愿
者就更有限。

然而面对养老服务的巨大
需求， 志愿服务与专业服务的
结合、 政府管理与全民参与的
社会协同养老，已成为低成本、
高效率补充养老需求的有力途
径。 为此，与会嘉宾们提出，在
宏观层面， 要进一步完善养老
志愿服务体系、 完善相关政策
法规，使养老志愿服务标准化，
同时建立健全的激励机制，促
进社区养老志愿者数量的发
展。 而对于志愿者，最重要的则
是要将“为老服务”的文化和价
值观融入其志愿工作中， 为老
人带来切实服务的同时， 实现
自身价值。

探讨养老问题新模式

在高峰论坛上，英格索兰发
布了“英爱颐年”2019 养老志愿
服务创新项目大赛，面向社会公
益组织选拔优秀养老志愿服务
项目，共同探讨解决养老问题的
新模式，积极营造发展养老事业
的交流平台， 引导社会公众关
心、支持和参与养老事业，并进
一步支持养老志愿服务的行业
发展。

“近年来，不少企业都在进
入养老服务领域，以期通过自身
特长助力养老事业发展。 ”在谈
及企业在养老服务中如何最大
化发挥专业优势时， 英格索兰
亚太区企业传播与公共事务副
总裁邓宁表示， 作为一家具有
高度企业社会责任感的公司，
英格索兰在全球设定了企业社
会责任的 2020 目标，在提升能
源和资源使用效率、改善食品营
养、推进 STEM 教育和舒适居所
四大领域，积极践行企业社会责
任承诺。

英格索兰自 2017 年在中国
推出“英爱颐年”养老关爱项目
以来，始终致力于通过发挥企业
自身资源和技术优势，切实帮助
改善老年人的生活环境，提升老
年人的生活品质和幸福指数。 两
年来，英格索兰举办了一系列的
为老服务企业社会责任活动。

将继续践行社会责任

邓宁对《公益时报》详细介
绍了英格索兰近年来在养老领
域开展的一系列工作。“‘英爱颐
年’调动了企业内部的资源和技
术、产品的优势。 上海澜悦长者
公寓的整个空调系统是我们进行
的捐助，当时是 170 多万的市值，
这也是我们拿出的最好的产品。 ”
邓宁说， 从企业责任来说在做捐
助， 同时也希望对其他的养老中
心、 公寓能够有示范作用。 今后
再新建一些养老院中，愿意在这
方面提供更多的服务和支持。

“另外，我们做的比较多的
就是志愿者服务，我们有自己的
志愿者委员会，同时也有做企业

社会责任的机制。 ”邓宁告诉《公
益时报》， 全球有英格索兰基金
会， 会提供资金方面的支持，包
括给员工志愿者们提供一些更
新更多样的项目。

英格索兰也支持开展研讨
会论坛等，希望通过研讨会让养
老的话题能够进一步得到社会
的关注。 邓宁说：“另外就是我们
今天启动的养老志愿服务创新
项目大赛。 一个企业的力量是有
限的，想法也是有限的，我们希
望对外开放，希望征集社会公众
的方案，好的方案我们会进行资
金的支持和实施。 ”

另外，英格索兰还做了其他
的一些倡导工作， 邓宁举例，比
如去年在上海开展的“英爱颐
年·予爱相伴”健康徒步行活动，
也是为了提升社会对老年人的
关注。

邓宁表示，在未来，英格索
兰将继续践行自身社会责任，
并带动更多企业和社会公众关
爱老年群体， 为养老事业的创
新、健康发展提供积极的助力和
支持。 （徐辉）

英格索兰助力“幸福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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