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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月嫂：公益赋能家政服务专业化

创业月嫂马玲利

马灵利是安徽省临泉县的
一名 90 后宝妈， 婆婆身患疾病
需照顾使她无法外出务工。 一次
工地的意外事故又令她收入不
高的丈夫受伤， 只能在家休养，
全家生活陷入困境。

一次项目宣讲，让马灵利接
触到了“爱心月嫂”这个公益项
目，克服重重困难来到北京接受
培训后，经过项目对接马灵利被
北京一家雇主看中。 一段时间的
工作后，积累了经验的她在家人
和学校的支持下回家自主创业。
2018 年 3 月，她注册的名为邦尼
的家政服务中心在临泉县正式
营业， 开始为家乡提供家政服
务，带动其他妇女共同就业。

马灵利说，爱心月嫂项目带给
了她新的希望，通过技术赋能给了
她创业机会，今后要继续在这条路
上走下去，用自己的所学所长去帮
助更多的姐妹改变命运。

让马灵利们走出大山、 改变
命运的“爱心月嫂”项目由中国
扶贫基金会联合荷兰皇家菲仕
兰于 2016 年发起。

据中国扶贫基金会副秘书
长丁亚东介绍，项目启动至今已
覆盖安徽、山西、河南、贵州、河
北、甘肃、四川 7 省 24 县的 1220
名贫困妇女， 投入资金 1120 万
元， 培训期间零流失， 培训率
100%。 2016 至 2019 的 4 年里，参

加培训的月嫂们平均收入达到
4000 至 8000 元， 比原先在城市
打零工实现了二三倍收入增加，
实现了脱贫目标。 这其中，月嫂
们通过学习实践接触家政管理
新经验后自主创业，不仅自己脱
贫还带动家乡劳动力一块脱贫，
树立了自立、自强、自信的女性
创业榜样。

家政服务走向专业化

家政服务行业正发生着深刻
变化，行业需求向着专业化迈进。

早期较为宽泛的家政服务
大多集中在育儿层面，时代的发
展令家政服务有了新的课题。 产
前服务、月嫂服务、育婴服务、早
期教育等方面均被涉足。

穆丽杰是北京市家政协会
会长、北京爱侬养老科技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侬”）
董事长，在她看来家政行业的专
业化发展是大势所趋，如何面对
这一发展趋势， 满足市场需求，
需要社会力量的共同参与，对于
家政行业重要的参与者月嫂的
实用技能培训讲师将是急需。

“‘爱心月嫂’提供产妇心理
健康陪护服务特别好，让月嫂掌
握一项新技能，提供更高质量的
服务满足客户需求，也提高了月
嫂的就业能力。 ”穆丽杰说。

北京市通州区富平职业技
能培训学校执行董事长沈东曙
认为，全场景化是培训市场的一
个重要标志，社会需求的加深使
得场景化更加贴合。

沈东曙表示，家政服务就业
核心是让从业者能力不断提升，
让其收入和技能与社会关系得
到稳步提高，通过互联网赋能让
家政人员稳定就业，踏实服务。

“通过打造一家家政服务综
合性平台， 记录家政从业者点
滴。 包括就业岗位、劳动服务、技
能培训、雇主点评等功能，通过
大数据服务， 让家政人员掌握自
身属性， 让雇主有据可查找到合
适自己的家政人员， 这有助于家
政服务业改变服务方式， 增加服
务效能。 ”沈东曙表示，“互联网赋
能的方式将对家政服务行业内部
矛盾化解产生较为深远影响。 ”

对于家政服务的大数据平
台建设穆丽杰也表示认同。 家政
服务员岗位稳定是关键。

穆丽杰说，一个月嫂从何地
来、爱好、经验、经历、技能这些
都应该有计划建档立卡，方便查
询。 目前，爱侬就有着这样一套
系统，将每一名从爱侬出去服务
的月嫂进行信息录入，就业月嫂
情况测试进行培训，身体、年龄、
文化、培训等维度一目了然，再对
月嫂进行相似性格的家庭雇主匹
配，系统自动化跟踪指导，月嫂遇
到困难机构掌握相应信息， 提供
解决方式，进行及时指导，有效化
解月嫂内心矛盾，让就业更稳定，
平台作用就非常显现。

“从农村来到城市的月嫂还
需要我们当‘保姆’，为其做好服
务。 从技能上一对一帮扶，适应
后成为熟手更好服务雇主也实
现自身价值。 ”穆丽杰说。

公益项目有效升级

近年来，我国每年约有 2000
万个新生儿出生， 随着 80 后的
生育高峰，以及国家生育政策的
放开，二胎的出现，每年新生儿
的数量不断增加。 与此同时，城
市职业女性在平衡事业与育儿
之间也经常面临困难，城市家庭
需要专业的育婴协助来缓解家
务压力。

《中国妈妈“焦虑指数”报
告》显示，中国每年有 1000 万以
上新手妈妈， 其中 60%到 80%有
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接近 20%
会发展为临床抑郁症。 此外，中
国宝妈们还普遍饱受“焦虑”困
扰，小孩健康、教育、夫妻关系位
居妈妈们焦虑来源的前三位。 妈
妈们面临工作压力、家庭关系和
角色转变，背负着巨大的心理压
力，已成为需要社会关注的重点
问题。

在中国，约一成新手妈妈或
会遭遇产后抑郁，严重者伤害自
己甚至孩子。 菲仕兰在 2017 年
开始关注产后抑郁话题，并于母
亲节期间发起“爱妈三字经”主
题活动，倡导新生儿父母、尤其
是父亲承担起责任，积极参与产
后抑郁的预防、护理与疏导。

2020 年，爱心月嫂项目培训
课程进行升级，增加产后抑郁干
预与护理培训课程，让参与培训
的家政服务人员、尤其是母婴护
理人员学习理解产后抑郁，并给
予产后抑郁妈妈有效的帮助，避
免、缓解产后抑郁。

针对不断升级的市场需求，
爱心月嫂项目与时俱进，与上海
复旦大学及上海红房子医院专
家团队合作制定培训内容，在培
训体系中特别完善对于产妇生
理及心理两方面的护理技能，增
加对爱心月嫂健康检查、技能评
定、心理测试、沟通能力等多方
面的专业培训和技能审核，以新
生儿、 宝妈的需求变化为基点，
对应每天或每个阶段的母婴护
理专业服务，规范、完善服务流
程和服务细节。

对于爱心月嫂项目的优化
升级，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
政策学院教授赵芳指出，“从家
庭生命周期来看，宝宝的出生是
家庭经历的一个新的历程，让每
一个家庭满载新生命降临的喜
悦，但也让家庭成员面临诸多角
色的转换， 承担着相应的压力。
经过专业培训的月嫂在家庭生
命周期转换的特殊时刻，可以发
挥积极的作用。 不仅通过育婴减
轻家庭照顾的压力，还可以部分
地发挥陪伴、支持和心理疏解的
作用，缓减妈妈的焦虑，促进母
婴健康。 ”她认为爱心月嫂项目
经过提升，不局限在育婴照顾本
身，还能作为家庭支持的一种新
生力量，难能可贵。

项目还举办了多场不同主
题的“爱心工作坊”，由企业员工
代表为项目学员分享知识、经
验、技能，并共同参与志愿服务
活动，有效增强了“爱心月嫂”们
的自信心， 增强了就业软技能。
项目还在富平学校多年家政服
务培训及管理经验的基础上，编
印了《我该怎么说———家政服务
沟通常见问题指南》和《母婴照
护 28 天》，成为帮助学员们掌握
沟通技巧、熟悉日常操作的有力
工具。

� � 目前，我国有 50 多万家家政企业，2000 多万家政从业人
员。 随着二胎的全面放开，育婴、母婴护理人员需求急

速增长，这为贫困地区女性提供了很好的就业机会。
2016 年， 一个旨在为贫困地区有志从事月嫂工作的妇女进

行免费培训赋能的公益项目‘爱心月嫂’开始实施，一批批高质
量月嫂逐步产生。 截至 2019 年 9 月 1 日，项目共计培训 1220 名
爱心月嫂，平均月收入达到 4500-12000 元。 其目前，‘爱心月嫂’
项目毕业学员创办的家政公司数量已达 10 家。

与此同时，走过 5 年的项目也正在嫁接更多资源逐步升级。
一个构建农村女性‘精准帮扶+职业技能教育+持续网络支持’的
‘授之以渔’的扶贫链条就此展开。

“爱心月嫂”的面试现场

2020 年，“爱心月嫂”培训项目升级

安徽临泉“爱心月嫂”马灵利创立的“邦尼家政服务中心”开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