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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显示单亲妈妈需求多样化

多方社会力量共为单亲妈妈赋能
■ 本报记者 张明敏

站在台上的王艳青语速平
和、端庄大气、自信满满，20 分钟
的讲述感染了现场很多人， 很难
想象这位“实力演讲者”却是一位
曾患有 7 年抑郁的“单亲妈妈”。
王艳青说：“我一直走在内在成
长、内在蜕变的道路上，正勇敢地
接纳一个不完美的自己。 ”

根据“唯爱·妈妈+公益联盟”
对全国 5 城市 600 位单亲妈妈样
本调研后发布的《跨城市单亲妈
妈抽样调查报告》显示，单亲妈妈
的需求呈现碎片化、多样化、难满
足等特征， 有超八成的单亲妈妈
仅能从自己的父母和原生家庭成
员中获得帮助， 有近 16%的单亲
妈妈没有任何帮扶来源。

受到传统观念的束缚，单亲
妈妈在我国是一个“不轻易诉
苦”的群体，尽管她们的需求呈
现多样化，却不容易被外界察觉
和满足。

如今，一个帮助单亲妈妈的
赋能联盟开放平台正在积极构
筑，由政府、研究机构、社会组
织、企业和媒体组建的多元化力
量吸引着更多优质机构或个人
加入， 共同关注单亲妈妈群体，
为其赋能改变。

“她们对自己有信心是我们
未来服务的重要基础。 ”《跨城市
单亲妈妈抽样调查报告》调研统
筹人、阶段报告主笔崔效辉说。

调查显示
单亲妈妈社会支持度偏低

崔效辉是南京邮电大学人
文社会工作系主任、南京市同仁
社工事务所总干事，长期关注单
亲妈妈发展。

在北京、天津、南京、成都、广
州等 5个城市，崔效辉与高校学者
及社工机构合作，采用问卷调查与
焦点小组座谈的方式，分别从日常
生活、就业情况、社会支持与保障、
亲子关系等方面对 600 多位单亲
妈妈展开深入调研。

调查结果显示，整体而言单
亲妈妈群体社会活动参与率不
高，可适应的就业机会少，收入
偏低，社会支持度偏低。

崔效辉说：“单亲妈妈人群
特别关注孩子未来，会自觉不自

觉地将焦虑和压力传导孩子，这
类人群面对亲子关系的困扰多
于其他人群。 ”

从收入和就业情况看，未就业
的单亲妈妈占 33%， 收入在 2000
元以下的占全部调研对象的 40%。
究其原因，第一，需要照顾老人和
孩子；第二，身体不好。 除了低收
入之外， 家庭支持也出现严重不
足， 只有极少部分单亲妈妈能够
从配偶处获得帮助。85%以上的单
亲妈妈无法从配偶处获得任何形
式的帮助， 主要帮助来自于父母
和兄弟姐妹等家庭成员。

从社会参与来看，有 23.8%的
单亲妈妈从不参与社会活动，这
部分单亲妈妈与社会是脱离的，
与社会的疏离感非常强，社会怎
样跟自己无关。

从社会保障来看， 有 44.7%
的单亲妈妈没有办理任何保险，
68.9%的没有购买商业保险 ，
53.1%的没有给孩子买过保险，数
据显示单亲妈妈保障水平较低。

崔效辉说：“单亲妈妈这类
群体急需就业改善， 增加收入、
增加就业。 其次，需要社会融合
支持，包括改善亲子关系，个别
妈妈需要心理辅导，扩大社会连
接和社会支持网络。 ”

唯爱赋能
近九成期待法律服务

2017 年 12 月 1 日， 一家长
期致力女性公益的互联网企业
唯品会宣布启动单亲妈妈关爱
旗舰项目“唯爱·妈妈+幸福赋能
计划”（简称“赋能计划”），捐资
1000 万元在广东省唯品会慈善
基金会设立赋能单亲妈妈专项
基金“唯爱·妈妈+专项基金”，并
携手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共同
发起“唯爱·妈妈+公益联盟”（简
称“联盟”），汇聚各界资源，助力
陷入困境的单亲妈妈改善现状。

王永庄是唯品会企业社会
责任总监，在她看来国内单亲妈
妈是需求多样化、碎片化的庞大
群体，涉及个人发展、健康医疗、
社会保障等多个领域。

赋能计划将在“个人成长和
发展 ”、“心理支持 ”、“法律咨
询”、“健康保障”、“社会倡导”5

个维度分别发力。
首先，唯品会 APP 在“我的

公益” 设立“唯爱妈妈加油站”
（简称“加油站”）线上服务平台，
形成了心理及法律咨询、健康保
障支持、最新活动资讯发布三大
板块。 还将陆续上线职业发展、
亲子教育课程等功能板块，全方
位满足单亲妈妈的差异化需求。

其次，在咨询板块推出两项
服务，常见问题线上互动留言和
“唯爱·妈妈+单亲家庭的热线”，
聘请专业心理咨询师和法律顾
问定期解答。

据统计， 加油站正式开通
后，日均访问量约 2 万人次。 单
亲妈妈对于法律咨询关注度高，
有超 90%的咨询来自法律方面，
涉及抚养权、抚养费、离婚、赔偿
等法律问题。

王永庄说：“面对用户较大
的法律诉求，我们迅速调集资源
汇集，联合联盟成员增加两个法
律咨询通道，微信群和喜马拉雅
FM 专题频道， 希望能够帮助初
步解决法律问题。 ”

健康风险也一直是单亲妈
妈群体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但由
于经济原因被妈妈们限制考虑，
“加油站”针对乳腺癌、宫颈癌为
其定制“两癌”保障计划进行保
险派发，提升抵御风险的能力。

与此同时， 除了线上外，线
下赋能公益项目也积极推进。

“每日变身计划”源于《美国
单亲妈妈》一书，通过后援心理
团队，结合中国妈妈实际“百日
变身成长计划”有了中国版。 通
过身体、工作、亲子关系、家务、
财务等各方面让参与者去落地
改变，重新建构认知系统，这让
王艳青尝到了“甜头”并重获新
生，2017 年的夏天艳青完全摆脱
了抑郁症的困扰，也有了开头自
信演讲的一幕。 而针对《跨城市
单亲妈妈抽样调查报告》调研中
一再发现受访妈妈们集中反映
有灵活就业的需求和近九成妈
妈的法律服务需求， 王永庄表
示：“期待有更多法律方面的机
构及专业人士，以及能够提供灵

活就业机会的企业加入到联盟
之中。 ”

母亲节前夕，赋能计划还暖
心推出《一样的妈妈，不一样的
妈妈》微纪录片，向社会展现单
亲妈妈所面临的亲子关系、经
济、职场和社会舆论等压力与难
题，并在北京、广州、深圳三地地
铁沿线投放“妈妈的生活难题”
公益广告，在全社会营造关爱单
亲妈妈氛围，倡导公众给予单亲
妈妈更多理解与尊重，使她们更
有尊严、更自信地生活。

24 家机构入列
打造公益生态联盟

有别于传统捐赠公益项目，
赋能计划积极探索着“互联网+
公益”的创新模式，汇聚各方力
量，打造幸福公益生态。

按照计划，联盟成员作为公
益生态的践行者将赋能单亲妈
妈的需求，开展为单亲妈妈赋能
公益项目。 同时，企业方将提供
技术、资源、基金等各项支持，公
益联盟资源成为服务单亲妈妈
的前线力量，并在过程中一起践
行赋能的宗旨和理念。

“单靠某家企业、机构的个
体力量，较难做好单亲妈妈的全
面赋能，希望有更多的公益力量
加入，公益生态逐步成型。 ”唯品
会副总裁黄红英说，“公益联盟
的成立就是让更多联盟成员从
专业领域服务单亲妈妈。 ”

随着越来越多有志于赋能
单亲妈妈发展的学术机构、法律
心理等专业机构、公益组织及社
工组织、爱心企业等的优质伙伴
加入， 公益联盟的力量不断壮
大，共同发力让赋能公益生态持
续发展，促进实现源源不断为单
亲妈妈注入勇敢前行能量的公
益目标。

2018 年 1 月联盟成员招募
计划正式启动， 截至 4 月底，共
收到超过 90 份来自机构、企业、
专业人士的申请， 涉及心理、社
工、 家庭教育和学术研究等领
域。 分布群体大部分来自华南、

西南和华北地区，占 60%，中部和
华北地区占 40%， 申请态势覆盖
全国。

经过资格初审、 电话访谈、
尽职调查、 资格复查等环节，最
终共有 24 个单位或个人加入联
盟。

黄红英介绍，基于单亲妈妈
赋能服务及公益联盟需要，将申
请成员分为“服务类”、“研究
类”、“支持类”和“倡导类”4 大类
别，各自发挥自身优势。

“服务类”为单亲妈妈提供
心理、法律、职业技能以及亲子
关系等直接服务。“研究类”开展
单亲妈妈群体现状和需求的分
析及研究， 填补目前这块的空
缺。“支持类”一方面希望和爱心
企业、基金会为单亲妈妈提供物
质支持及就业岗位，同时也联手
能力建设机构提升联盟成员的
综合实力。“倡导类”加入推动、
共同呼吁社会各界关注、支持单
亲妈妈群体，构建一个对她们更
包容、开放的社会氛围。

黄红英说：“从目前成员的
申报情况来看，服务类成员的申
请占到六成，很好地支撑了赋能
计划在全国各地的后续服务。 公
益联盟还将依据项目推进需求，
后续推出针对性招募计划，申请
者可以是个人、单位或机构。 ”

“公益联盟内部大家各有所
长，通过经验分享、资源共享等
方式， 共同提升彼此服务能力，
实现成长。 期待单亲妈妈通过参
与项目获得能量， 重建自信，摆
脱固有理念和观念束缚，勇敢向
前，实现从他助到自助，再到助
人的转变，最终成为蜕变者。 ”黄
红英表示。

“社会上越来越多组织和个
人期望能为赋能单亲妈妈出一
份力量。 然而我们也看到有很多
很好的扶持单亲妈妈的项目也
因为缺少外界支持而无疾而终。
一个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公益生
态，能够帮助各种公益组织和个
人的自生长，让更多创新的关爱
单亲妈妈公益项目持续运作。 ”
崔效辉表示。

南京邮电大学人文社会工作系主任崔效辉发布“跨城市单亲妈妈调研项目”第一阶段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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