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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嫂需求大爆发的背后
□新华社记者 许晋豫 孙天朗
临 近 年 末 ，记 者 发 现 尽 管 价 格 不
菲，不少月嫂公司的月嫂已预定至来
年。月嫂需求大爆发的背后，一方面是
二胎政策放开后新生儿增多，消费者对
专业母婴护理需求日益旺盛；另一方
面，月嫂行业行业门槛低，人员流动性
强，时值年末部分月嫂返乡，导致月嫂
供给短缺、供需不平衡的问题突出。
月薪两三万元，
月嫂
“档期”火爆
近日，记者来到北京市一家规模较
大的月嫂公司时，
公司员工赵乐芹说，
目
前公司的月嫂已经预定到来年 4 月份，
如果需要得抓紧，要不然选择会越来越
少，
并为记者安排
“面试”
了 3 名月嫂。
而一些月嫂公司因月嫂正在上岗，
想约见面只能“排队”。宁夏银川市某
月嫂加盟店负责人饶玉萍说，最近月嫂
需求比较火热，店里的 40 多名月嫂都在
上岗，想了解月嫂情况只能通过纸质材
料和视频聊天，至于什么时候月嫂有
“空档”
，她也说不好。
此外，月嫂的价格也不菲，在一些
大城市，月薪两三万元的月嫂并不少
见。记者采访的北京市月嫂公司将月
嫂划分为 5 个等级，月收费最低 10800
元，最高 20800 元。
在北京从业 10 年的月嫂刘志宏说，
月嫂挣的是辛苦钱，除了每天照顾宝宝
的吃喝拉撒、观察宝宝的一举一动，月
嫂还要照顾产妇的起居饮食，对他们进
行心理疏导，可以说是“全天待命”，不
仅要能吃苦还要有耐心。
“二胎政策放开后，这两年生二胎
请月嫂的明显增多，加上部分月嫂因年
底返乡不接受预定，这也使得月嫂供不
应求。”赵乐芹说，明年是农历猪年，根
据以往，猪年出生的宝宝多一些，明年
的月嫂市场会更加火爆。
需求端越来越
“挑剔”
随着观念的转变，不少消费者更倾
向选择月嫂。但作为陌生人的月嫂关
系到新生儿的成长、产妇的健康，消费
者对月嫂的要求越来越高。
今年初为人母的浙江杭州市市民
李 萌 为 请 到 合 适 月 嫂 可 谓“ 煞 费 苦
心”。怀孕之初，李萌就和家人四处寻
找合适的月嫂，最终经熟人介绍提前半
年才在上海某月嫂公司预定了一位。
李萌说，月嫂大多来自农村，除了专业
的护理外，月嫂会不会讲普通话、是否
勤快、爱不爱干净、了不了解杭州的生
活方式，尤其是有没有不良习惯都是我
们考量的内容。找月嫂的时候全家上
阵，费了不少力气，幸亏月嫂很尽心，感

觉蛮值的。
不只是李萌，为了能找到心仪的月
嫂，不少消费者提前数月便开始“做功
课”，即便如此，也不是每个消费者都能
如愿以偿。北京市积水潭医院医生刘
振华说，现在护理费用普遍较高，消费
者花了钱自然希望物有所值，产妇因不
满意连换月嫂的情况并不少见。
“过去消费者请月嫂更关注饮食方
面，现在大家越来越关注健康，我们也
针对消费者的需求不断推出新的服务
项目。”
北京市某月嫂公司经理张政说。
供给端质量
“参差不齐”
在供给端，月嫂主要来自农村、城
市下岗工人，年龄大多为 40 至 50 岁，学
历为初中以上。因个人素质各有不同、
培训机构相对宽松、月嫂公司各有标
准，这使得月嫂质量“参差不齐”，一定
程度上造成了月嫂供给不足、供需不匹
配并存。
山西省运城市某家政服务公司专
业从事月嫂培训，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免
费为当地居民提供 10 天的月嫂基础培
训，之后，学员再参加为期 10 天、2380
元的“提升班”，基本都能取得高级母婴
护理证书，初中以上学历、会用手机地
图、会说普通话的学员即可被安排到北
京等城市工作。
该公司工作人员杨晓飞说，做月嫂
沟通能力很重要，而这恰恰是农村妇女
的短板所在。近几年，因收入高，月嫂
培训很受欢迎，但月嫂大多来自农村，
对工作的适应能力各不相同，一些人挣
点钱后就不干了，行业流动性挺大，好
月嫂就更少了。
此外，
月嫂公司的
“特级月嫂”
“金牌
月嫂”
等五花八门的分级，
均是月嫂公司
根据月嫂工作年限、客户反馈等自由裁
定，
并没有统一的标准，
这使得消费者在
选择时心里没底。虽然《家政服务母婴
生活护理服务质量规范》和《家政服务机
构等级划分及评定》两项国家标准已于
2016 年 2 月开始实施，但因其没有上升
到法律层面，
发挥的作用有限。
专家认为，月嫂作为朝阳产业，既
满足了城市需求，也是农民创收的新方
式。对于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行业
有待规范等问题，一方面需推动相关国
家标准的落实，统一、细化月嫂的各类
资格认证，为消费者提供科学的参考依
据；另一方面，相关部门应加强对月嫂
公司的监管，整治滥发证、乱评级等行
业乱象，并将有欺骗行为的月嫂公司及
月嫂纳入征信记录，逐步实现行业的规
范化管理。

小沟小渠的黑臭水体有多
“毒”
新华社郑州 11 月 24 日电（记者 孙清
清 牛少杰）在河南通许县赵河社区王菜园
村，一条沟渠傍村而过，因水体被污染，散
发呛人的农药味，异味弥漫全村，尽管已
过“小雪”节气，村内蚊蝇成群乱飞。近
日，8 位村民被“不明有毒气体”熏住院，本
应造福村民的排灌沟渠竟成了藏污纳垢
的害人渠。
记者调研采访发现，近年来，河南城
市的黑臭水体整治工作不断推进，成效显
现。然而，一些农村小沟小渠的黑臭水体
问题日趋严峻，
严重影响群众身体健康。
11 月 18 日 19 时许，通许县王菜园村
旁一排灌沟渠出现非正常水体，散发浓烈
异味，紧挨沟渠生活的村民成最大受害
者。67 岁的村民刘正广在沟渠旁摘棉花
时，因吸入不明有毒气体，出现胸闷、头晕
等症状，被送到通许县人民医院住院治
疗，同村还有 7 名村民同样因吸入不明有
毒气体住院。
随村民指引，记者来到王菜园村旁被
污染的沟渠，
一股浓烈的农药味袭来，
沟渠
内水体有的暗黑浑浊，
有的呈乳白色，
短暂
停留便让人产生明显的恶心、
呕吐感。
这条排灌沟渠贯穿农田、横跨多个村
庄，附近村民夜里闻着异味入睡，有的村
民戴着口罩生活。此外，沟渠污水滋生蚊
蝇，
村民苦不堪言，
深受其害。
据记者了解，在河南农村，像这样小

沟小渠的黑臭水体绝非个例。近期，河南
就曝光了新乡市获嘉县、济源市、鹤壁市
等地黑臭水体污染典型案例。
河南济源市境内的商隐河是蟒河的
支流，而蟒河是黄河的重要支流。在蟒河
入黄河处的下游，是郑州市、新乡市、开封
市等城市的重要饮用水水源地。
11 月 16 日，河南省委省政府第九环
境保护督察组对济源市进行现场检查时
发现，商隐河济源市虎岭产业集聚区商隐
河桥段和轵城镇段河水严重污染，发黑发
臭，
附近群众对此反映强烈。
督察组在现场排查时发现，轵城镇泽
北村、
泽南村、
桥凹村等地有多家生猪养殖
厂（户）的养殖污水通过软管或沟渠直排商
隐河；并且沿河两岸大量生活垃圾和建筑
垃圾随意堆放，
无任何污染防治措施，
污染
河道，
造成河水臭味扑鼻，
水质发黑。
济源市境内商隐河的污染问题，不仅
给当地群众生产生活造成影响，而且直接
影响下游的蟒河水环境质量，进而对黄河
饮用水源地水质安全带来隐患。
23 日，通许县政府向记者反馈，通许
县环保局、公安局、住建局联合对全县涉
水企业进行全面摸底排查，对有偷排行为
的企业立即采取停产、处罚、移交措施。
经药物处理和注水稀释，王菜园村旁沟渠
内水体基本上消除异味，水体颜色趋于正
常，
基本上达到了农用灌溉水标准。

街道办领回
“蜗牛奖”之后……

新华社贵阳 11 月 24 日电（记者 李惊
亚）贵州贵定县金南街道办事处主任杨光
荣今年领回两张奖状，一张“蜗牛奖”，一
张“冲锋奖”。他把两张奖状贴在自己办
公室墙上，
看到的人都会问他——
“杨主任，
这是哪样回事哦？”
“工作没做好，领导‘扫’我们的脸，后
来我们又努力追赶上来了。”
金南街道辖有 14 个村居、6 万人口，
贫困人口 2242 人，还有 177 户农村群众住
在破破烂烂的危房里，为了如期脱贫出
列，县里要求今年全面完成农村危房改造
任务。今年 5 月，县督察组突击对 8 个乡
镇、街道暗访，金南街道办被抽查的是胜
利村。胜利村危改户 31 户，实际开工 14
户，开工率只有 45%，进度严重滞后，排名
倒数第一。
6 月 24 日，
贵定县
“脱贫攻坚
‘危改’
＋
‘五改’工作现场推进会”在新巴镇乐邦村
老干地组召开，县四大班子主要领导、分
管联系领导、各镇（街）脱贫攻坚指挥所所
长、乡镇街道负责人等 100 多人参会，还有
11 月 24 日，两名
不少围观看热闹的附近村民。
参展的“巴渝巧姐”在
“完全没有心理准备，直到宣布的那
现场展示“绳编”手工
一刻才知道，我们得了这个‘蜗牛奖’。”杨
作品。 据悉，近年来
光荣说。县纪委书记颁奖的时候，露天会
重庆市妇联通过实施
场气氛很严肃，上台领奖的金南街道党工
“手工编织‘巧手脱贫
委书记流了眼泪，台下的杨光荣则“恨不
’技能培训”，举办技
。
能大赛、
“ 巴渝巧姐” 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一个月内不摘掉黄牌警告，县里就
主题展等方式，带动
要启动问责程序，我们只能加倍努力，把
贫困妇女、农村留守
工作提速，在哪跌倒在哪爬起来。”杨光荣
妇女居家灵活就业。
说。当晚，街道办脱贫攻坚指挥所便会同
新华社记者 唐奕 摄

县住建部门开研判会，要求危改户责任到
人，由街道纪委监督，按天报进度，按周开
调度会。
街道领回“蜗牛奖”的消息很快传到
胜利村，村脱贫攻坚工作队副队长曾先军
形容，
听说这个消息
“犹如当头一棒”。
更多村干部表示不理解：我们工作那
么努力，一直干得挺好，为什么会得“蜗牛
奖”？胜利村开会分析落后原因。
“不是群
众不愿意改造，
而是我们工作确实有不足，
群众思想上没有完全接受。
”
曾先军说。
40 多名干部、网格员立刻分成 5 支工
作组，不分白天黑夜，深入全村未改造的
17 户危改户家中，了解他们的真实想法，
总结困难问题，每天下午五点之前把各工
作组情况汇报到村，再由村工作队上报到
街道指挥所。大概半个月左右，剩下的 17
户危改户全部开工。
58 岁的胜利村胜二组村民幸亮通一
直在外做电工，两个儿子还在读小学，家
中老房子不通路、不通水、不通电，政府帮
他新建的房子，交通便利，通水通电，赶在
寒冬来临前就可以入住了。
不光是胜利村，金南街道的农危改工
作都在往前冲。今年 9 月，在全县危改工
作阶段性检查中，金南街道排名第二，不
仅如期摘掉了黄牌警告，杨光荣还上台捧
回了
“冲锋奖”
。
“无论‘蜗牛奖’还是‘冲锋奖’，都是
组织对干部的爱护，给了我们整改、提速
和完善的空间。”杨光荣说，
“这两个奖项，
对干部的教育意义很大，今后各项工作都
要以同类方式来完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