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皮磊

““有这样一群妈妈，她们虽然身有残疾或陷于困境，但依旧勇敢面对生活，努力改变现状。 在自
己从阴霾中走出来的同时，她们还主动去帮扶其他仍处于困境中的女性，帮助更多妈妈走

出困境，摆脱贫困。
从需要他人帮助，到主动帮扶他人，这种转变深刻诠释了‘自立自强’的理念。 她们被称为‘魔豆

妈妈’，她们表现出的是一种不向命运妥协的精神。 十几年来，她们的故事也影响和改变了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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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魔豆妈妈”
她们的自立自强让人感动

不向命运妥协

周丽红是苏州市胜浦镇中心
小学的一名年轻教师，2002 年她
被确诊为乳腺癌晚期。 病痛的折
磨加上丈夫的抛弃， 给她带来了
双重打击。但为了年幼的女儿，周
丽红并没有放弃对生活的希望。

据报道，由于当时癌细胞已
经扩散至全身， 周丽红下肢瘫
痪。 不过，周丽红并不想就此依
赖社会救助。 2005 年 11 月，她在
网上开办了“魔豆宝宝小屋”服
装店，靠销售童装来维持自己和
女儿的生活，周丽红则被大家称
为“魔豆妈妈”。

一年后， 周丽红因病离世。
她给这个世界留下的遗言是：
“真要给孩子留下点什么， 是要
留点精神， 好让她明白自立、自
强。 ”而这四个字，也成为当年 12
月成立的“魔豆爱心工程”的精
神内核。

2006 年，受感于这份真挚的
母爱，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和淘宝
网发起了一项旨在帮助困难母
亲改变命运的公益项目———“魔
豆爱心工程”。 该项目为处于困
境的母亲提供系统培训、资金支
持、电脑捐助、创业辅导等系统
援助，帮助她们在淘宝上开店创
业，以此获得能够维持正常生活
的稳定收入。

杭州的游林冰是“魔豆爱心
工程”的第一位受助母亲。

游林冰原来是杭州一家外资
企业的中方工场长。1997年，因为
工作原因，她计划去日本留学，学
习经济管理， 发展前景大好。 然
而， 在去留学的路上她不幸遭遇
重大车祸，丈夫去世，儿子头部受
伤，自己则高位截瘫，生活不能自
理。“人生轨迹突然改变，从原来
人人羡慕到遭遇不幸导致生活不
能自理，落差很大。 ”

从身体到心理的康复，游林
冰用了几年时间。 游林冰的父亲
是一名大学老师，因此当时她的
生活还有一定保障。 在家人的鼓
励下，她重新振作起来。 2004 年，
游林冰和杭州其他五位截瘫患
者一起做了一个公益互助网
站———站起来网站，在网站上发
布一些康复信息。 更重要的是，
这个网站成了她和病友们互相
交流、互相慰藉的平台。

2005 年， 游林冰的父亲去
世， 一家人自此失去了生活来
源，生活变得很困难，所以不得
不自己想办法赚钱。 当时，有过
一次在淘宝成功卖货的经历后，
她决定开始做淘宝， 在网上创
业。 2006 年，在当地残联的帮助
下，她成为“魔豆爱心工程”的第
一位受助者。

游林冰告诉记者，“当时‘魔
豆妈妈’项目组给了一万元启动
资金和一台电脑，并派资深卖家
来家里教我怎么操作店铺，由此
我开启了电商创业的过程。 虽然
创业的过程非常艰辛，但通过这
件事，我知道了残疾人是可以在
网上创业的，是可以养活自己和
家人的。 ”

在最开始做网店的时候，游
林冰生了六次褥疮，这对于残疾
人来说是非常痛苦的。 此外，由
于没有货源，她只能靠自己手摇
轮椅，到小商品市场考察。 但为
了养活自己和孩子，她咬牙坚持
了下来，孩子也顺利上了大学。

不要等着别人来帮

据介绍，“魔豆爱心工程”最
早的帮扶方式是通过各地红十
字会和新闻媒体在当地寻找需
要帮助的“魔豆妈妈”，每人资助
一万元钱和一台电脑，指导她们
通过开淘宝网店获得收入。 当
时， 网上开店还属于新潮事物，

经过媒体广泛报道， 很多下岗女
工、困难母亲纷纷咨询，项目启动
之初的数十万元资金很快就不够
用了。2017年起，受中国红十字会
总会委托，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开
始负责“魔豆妈妈” 项目具体执
行。 项目帮扶模式改变为城乡的
困难母亲（魔豆妈妈）提供电商技
能培训或手工艺技能培训， 帮助
她们通过互联网电子商务实现创
业和就业，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募集资源方面，为网聚更
多社会力量共同关注和支持“魔
豆妈妈” 们发展，2009 年淘宝网
“公益宝贝”计划孕育而生，参与
商家每售出一件商品就向“魔豆
爱心工程”捐出 8 分钱（后增加
至 1 角）。 2010 年 9 月，淘宝（中
国）软件有限公司向中国红十字
会总会捐款 1000 万元，共同设立
了“中国红十字会·淘宝公益基
金”，推动“魔豆爱心工程”以项
目制运作长期开展。

“2006 年到 2010 年期间，项
目对我们扶持非常多， 在这个过
程中我们成长也很快。 ”游林冰谈
道，“我们一直关注着‘魔豆宝宝小
屋’，有一段时间没有人管理，我们
就接手了。 滴水之恩， 当涌泉相
报。 我们是在魔豆爱心工程的帮
助成长起来的， 所以现在我们要
去帮助别人，去帮助‘小魔豆’。 ”

从 2010年开始，游林冰接手
“魔豆宝宝小屋”， 成为爱心店
长。一边是自己的淘宝店铺，另一
边是“魔豆宝宝小屋”，这意味着
她不得不抽出更多精力打理爱心
店铺， 自己的店铺因此受到一定
影响。 不过，她并不后悔，一直坚
持了多年，为“小魔豆”提供每月
的生活费用和大学学费。“我觉得
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人
不能只在乎赚钱多少，还要承担
一定的社会责任和义务。 ”

据游林冰介绍，在阿里巴巴
方面的帮助下，现有的“魔豆宝

宝小屋”爱心店铺已转型升级为
“魔豆妈妈”公益官方店，把单纯
为“小魔豆”服务变成为更多“魔
豆妈妈”服务的店铺。“一期入住
10 个典范妈妈的商品，二期我们
希望能让 10000 名妈妈入住魔豆
妈妈小屋，让魔豆妈妈小屋变成
一个公益平台。 ”

2011 年，“魔豆爱心工程”荣
获“中华慈善奖·最具影响力公益
项目”奖，并于次年启动项目标准
化建设。 自 2017年 10月至 2020
年 12 月， 项目在全国 10 个省、
市、自治区共计培训 17323人。

“我觉得‘魔豆妈妈’这个公
益项目最大的意义就是授人以
渔，告诉我们不要等着帮人来帮
助，而是要靠自己去改变，激发
自己的活力。 这些魔豆妈妈里
面，做得好的一年能有十几二十
万的收入。 ”游林冰谈道。

为更多“魔豆妈妈”赋能

开淘宝店、电商创业看起来
很容易，但实际上也充满挑战。

有报道指出，随着互联网的
快速发展， 电商流量红利期不
再，“入淘” 消费者几乎到达峰
值，淘宝网千万商户之间的竞争
进入白热化阶段。 其中，知识层
次相对较低、 缺乏商业运维手
段、商品同质化严重的“魔豆妈
妈”生存尤显艰难。 项目调查显
示， 即便有了地方红十字会、爱
心供货商和淘宝大学等定向扶
持，该阶段“魔豆妈妈”网店存活
率也超不过 30%。

2016 年， 中国红十字会总
会、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和阿里巴
巴集团在前期调研分析的基础
上，决定将项目全新升级为资助
型基金，引入电商企业、相关部
门和社会组织，通过互联网平台
赋能困难母亲， 通过淘宝开店、
云客服、手工电商等方式实现居
家就业。 其中，云客服侧重能力
培养及认定，以劳务派出的方式
推荐符合条件的“魔豆妈妈”成
为天猫等商家的在线客服。

而开展“魔豆妈妈” 客服服
务、培养“魔豆妈妈”客服团队，也
成为游林冰后来重点工作内容。

游林冰对记者表示，“很多
残疾人朋友可能没有受过高等

教育，而且他们在很多方面都面
临比常人更多的困难，电商也不
像以前那样好做。 对很多残疾人
来说，找工作不容易，做客服可
能是她们唯一的收入来源。 所以
我想转向客服并专注于这个领
域，相对来说也比较容易。 因为
认识我的人比较多，很多公司也
愿意来找我，帮我们推荐。 ”

不过，做客服工作也不容易。
游林冰表示， 外界并不会因为你
是残疾人就会在业务上对你有所
照顾，客服的专业性也不能降低。
尤其很多残疾人并不能长时间坐
着工作， 只能灵活安排工作时间
和时长。“上个月，我们有个客服
拿了 4000 元工资，我发了一条朋
友圈，真的替她感到高兴。 ”

目前，游林冰的“魔豆妈妈”
客服团队约有 200 人，为淘宝、天
猫、京东、拼多多、抖音、快手等
平台提供客服服务。 游林冰将主
要精力放在对自己开店困难的
妈妈和残疾人进行客服培训、对
接商家上。 她先后为湖北恩施巴
东进行了两期客服培训，前后为
残疾人提供了上百次客服培训
和工作岗位。

2019 年 7 月 27 日，由“中国
红十字会·淘宝公益基金”、阿里
巴巴公益主办，中国红十字基金
会承办的全国“魔豆妈妈”创业
扶贫大赛在北京落幕。 40 名“魔
豆妈妈”齐聚北京，通过路演和
专家评审角逐 20 名全国“优秀
魔豆妈妈”。 游林冰凭借在“魔豆
妈妈”官方公益店和客服团队方
面做出的成绩，成功入选。

游林冰表示，后续她将继续做
好客服项目，努力帮助更多“魔豆
妈妈”，因为这确实是适合很多残
疾女性的工作。“一开始是别人帮
助我们， 后来逐渐变成了我们去
帮助别人，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从需要别人到被别人需要， 这个
转变会让你觉得很有成就感。 ”

据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相关负
责人介绍， 疫情期间，“魔豆爱心
工程” 项目持续为困难妈妈提供
远程培训和帮扶。通过项目赋能，

“魔豆妈妈”们在线开展电商相关
创业和就业活动， 特别是从事云
客服工作， 使得她们在疫情期间
依然有稳定工作和稳定收入，靠
自己的劳动帮助家庭脱困脱贫。

通过运营淘宝店铺，游林冰实现了自食其力，并帮助更多“魔豆妈妈”通过淘宝就业2019 年“魔豆妈妈”创业扶贫大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