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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手来持家，右手去赚钱——

留守妈妈创业打工，个个棒棒哒！
□记者 余淼 文 洪波 摄影

核心提示 | 被大郑州商业步行街“黑贝”女裤卓尔不凡的风姿打动过吗？如果我告诉你，这个河
南本土品牌最大的代工点是河南省兰考县三义寨乡致富“女能手”孙慧敏的“妇女之家创业服务中
心”，你会惊诧吗？曾赴深圳淘金、上海滩寻梦，撇下儿女与老人外出打工的妈妈，如今在家门口
一样可以“做工、买菜、看家”，每月发了工资，一份孝顺公婆、一份补贴家用，家庭地位日渐高涨。

【“忙乐”】
早起为家人做饭，中午在单位聚餐

早上6点起床，做好六口
人的饭，全家人一起吃馍喝
汤。晚上6点下班，依旧是买
菜、回家做饭。

37岁的李艳华，是孙慧敏
依家而建的“妇女之家创业服
务中心”年龄最大女工。由于
家里还种了十几亩地，农忙的
时候，她白天做工，晚上还要
去浇地。可她每天都是开开
心心来上班，享受着在家门口
赚钱的“忙乐”生活。

一个厂，三层半，工人分
成4组做女裤。一个组 8个
人，基本就是一条流水线，一
上午，一个组就能做二十多条
女裤。李艳华说，“女能人”孙
慧敏手下的女工，都是三义寨
乡周边的村民，因为离得近，
大家平时骑着电动车上班。
一些还没有断奶的小宝宝，饿
得“哇哇”叫时，被奶奶抱着来
找妈妈吃奶。

这里的女工，基本都会做
手工，或有过在服装企业打工
的经验，对于“计件赚钱”的考
核标准，非常清楚，为了节省
时间，大家上午8点上班、晚
上6点下班，中午留厂吃饭。
为了防止下午“瞌睡虫”打扰，
大家会利用中午一个小时的
午休时间“集体广场舞”。天
气晴朗，孙家二楼平台是练舞
的地儿。小雨霏霏，就在一楼
过道开练。

李艳华说，女老板够“敞
亮”，聘了个亲戚做大厨，中午
专门给女工们做饭。代工点成
立两年来，工人们冬至吃饺子、
端午有粽子，平时各种可口饭
菜不间断，吃的比在外地打工
时还“滋润”。晚上下班，集市
上买点菜回家炒个菜，听上初中
的孩子说说学校的事，陪着老人
看看电视、聊聊天，一天时间就
这么紧凑地在家门口过去了。

【算账】
北上广没存住的钱，家门口都攒住了

27岁的郝玉涛，曾经在上
海打工两年，身为“小组长”的
她，身上还留着大都会的时尚
气息。比如，身上爆款的呢子
大衣，还有裙配袜的养眼打
扮。

“我是跟着对象回来的，
结婚生完娃，就没有再出去。”
郝玉涛说，不再外出，是因为
心里算过一笔经济账。在上
海，一个月赚四五千，吃喝住
除外，剩的不多。在家门口，
自己一个月赚三千元，吃住行
花费却是“寥寥”。到了周末，
时髦的女工们会结伴去高楼
渐起、商场林立的兰考县逛
街，美甲、美容、做头发，一样
都不落。

“女人吗，都是比较爱‘臭
美’的，在上海，做美容都属于
高消费。在我们这，做个面护
（面部护理）费用六七十块，约
个姐妹烫个头，做个指甲，钱
花得不多，却把自己从里到外

拾掇得美美的。”她说。
女工们稳定的收入，其实

少不了“娘家人”——妇联的
帮扶。

孙慧敏的“妇女之家创业
服务中心”，是兰考县妇联重
点扶植的“巧媳妇”工作点，这
种依托“女能手”家庭而建的
家庭作坊，全县目前共有22
个。以一双巧手开缝纫店起
家到之后收学生教裁剪，再到
办厂招工的孙慧敏，只是其中
的典型代表。

兰考县妇联主席郭芳告
诉记者，为了“提升创业意识，
推广经验做法”，县妇联对孙
慧敏这样的妇女之家创业服
务中心主管，在精神层面鼓
励，物质方面呵护。郭芳说，

“帮助她们寻求来料加工项
目，协调解决用工和资金上的
难题”。去年为其配备了办公
桌椅，对她们最关心的子女教
育问题，定期开课指导。

【转变】
老人和孩子
在她们的陪伴中入眠

孙慧敏的女工，全是“妈”。
这些多数有过外出务工经历的女
人，聊得最多的，还是孩子和家。

“孩子睡觉前，叫一声妈，当
妈的，及时应上一声，就是福
气。”女工们说，她们互相之间也
会问，“让你在‘到大城市，把孩
子扔在家给老人带’和‘留在家
乡，少赚点钱，孩子留身边’做选
择，你咋选？”多数人选的都是后
者，“为了家庭留下来”。

一名女工说，寒假开学第一
天，上小学的儿子回家告诉她，
同班的女孩爸妈又去南方打工
了，女孩在小伙伴面前哭得稀里
哗啦。还有女工说，自己的兄弟
媳妇和兄弟去外面打工有三年
了，俩孩子都是老人带，孩子平
时见不到妈，看到别的孩子叫妈
妈，眼神里充满了羡慕和眷恋。

曾经，分别与眷恋，也是上演
在女工与她们子女之间的“画
面”。现在，每天能见到孩子、能
陪伴父母，每月发了工资，还能陪
孩子逛逛街采购些学习用具，一
起上网查些学习资料，这样稳定下
来的生活，让她们更加不愿意离开
家乡，为了“高收入”再去漂泊。

也曾撇下老人孩子远赴深
圳打工的孙慧敏说，她最喜欢看
的，是女工们领工资时骄傲的笑
脸。“大家的钱，是要分几份的。
第一份给公婆，感谢他们每天中
午帮自己照顾孩子，这是孝心。
有些人会存一份给孩子做教育
投资。”孙慧敏说，女工们私下告
诉她，跟着她在家门口靠双手致
富，自己的家庭地位比以前高多
了。

【前景】
请妇联主席做代言，
要把生意做出省

“亲，你好，最近忙吗？”晚上
9点，在工人走后一直忙着检货、
打扫卫生、整理库存的孙慧敏，
终于关掉一楼厂房的灯，拖着疲
倦的腿爬上三楼卧室。刚学会
用微信建群、开会的“孙老板”，
拿起手机，给每个有备注的微信
好友发短信，嘘寒问暖背后，请
她们“多介绍些商机”。

“你去过的地方多，帮姐姐
多留意些活，毕竟我们不能光靠
妇联给介绍生意。”孙慧敏发出
信息后，又敲出一行字，“作坊变
小加工厂，手下几十号工人推着
自己朝前走，只有不断增加的工
作量才能让大家获得安全感。”

3月4日，新当选的河南省
妇联主席郜秀菊来兰考调研，孙
慧敏趁着她来“妇女之家创业服
务中心”考察的机会，推销出一
条即将在专柜出售的黑贝女裤，

“请主席给姐妹们做代言，在郑
州、去北京开会，别人夸你裤子
合身，别忘记说这是我们兰考三
义寨乡的留守妇女做的。”

□记者 刘江浩

本报讯 昨日，郑州机场迎
来新一季夏秋航班计划，每周
计划执行航班量达3678架次，
新航季第一天迎来4条航线成
功首航。郑州机场提醒，自3月
27日起至10月 29日，郑州机
场执行夏秋季航班计划，许多
航班时刻发生变化，请及时了
解新航班时刻表，以免耽误行
程。

昨日早晨6时39分，随着
第一个航班成功起飞，郑州机
场开始执行夏秋航班计划，当
天T1和T2航站楼共有464个
进出港航班。

据郑州机场相关人士介绍
说，本航季中尤为引人注目的
是新入驻郑州机场的7家航空
公司开通了多条航线，不仅有
郑州至青岛、南通、经威海至沈
阳、经呼和浩特至海拉尔、经义
乌至汕头、经珠海至海口、大
连、厦门、杭州、珠海、桂林、日
照等国内航线，还有郑州至迪
拜、普吉、新加坡等国际航线。

作为新入驻航空公司，东
海航空在夏秋航季第一天就迎
来了4条新开航线成功首航，分
别是郑州-义乌-揭阳、郑州-

珠海-海口、兰州-郑州-南通、
郑州-厦门等。今年东海航空
还将引进运力，开通郑州-呼和
浩特-海拉尔、郑州-大连航
线，加密航线网络，打造郑州运
营基地。

据了解，民航航班计划分
为夏秋航季和冬春航季，每年
航班换季的具体时间均有所不
同，根据国际惯例，夏秋航季是
从当年3月最后一个星期日至
10月最后一个星期日的前一天，
冬春航季是从当年10月最后一
个星期日至翌年3月最后一个星
期日的前一天，今年夏秋航季
航班计划是自 3月 27日起至
10月29日执行。换季后，航班
时刻会有不同程度的变化，一
般来说，夏秋航季航班的乘机
时刻要比冬春航班略有提前。

郑州机场在此提醒，自3月
27日起至10月 29日，全国民
航执行夏秋季航班计划，许多
航班时刻发生变化，请及时了
解新航班时刻表，以免耽误行
程，航班动态可查看河南机场
集团官方网站（www.zzair-
port.com）或致电24小时服务
热线0371-96666。

（线索提供 李诗珂 莫文
娇）

□记者 邵可强
通讯员 杨军政

本报讯 2月 18日起，省
公安厅高速交警总队对省内高
速公路上9类交通违法行为实
施有奖举报，最高可获2000元
奖励。25日，省高速交警总队
对近期群众举报的交通违法情
况进行通报。据统计，截至目
前，共接到群众举报交通违法
车辆近500台次，证据有效的
交通违法举报148台次，奖励
1.5万余元。

大河报记者注意到，群众
举报证据有效的交通违法行为
中，违法占用应急车道的占绝大
部分，共143台次，其中不少外
地车。高速交警介绍说，这些车
都是遇到交通拥堵时占用应急
车道行驶，对此违法行为将作出
罚款200元，记6分的处罚。还
有4台大车违法占道，分别是皖

S2R125（货车）、豫 AW1830
（货车）、豫AP9180（客车）、豫
NC2587（客车）。高速交警称，
对以上在高速公路上不按规定
车道行驶的（大车占道），依法
处200元罚款，记3分。

此外，还有豫E82872（货
车）大货车司机酒后驾车上高
速被举报，高速交警在高速下
站口拦截后作出处罚：罚款
5000元，吊销机动车驾驶证，行
政拘留15日。

高速交警总队交通科民警
介绍说，民警在审核群众举报
的交通违法照片时，发现有很
多举报都是因为证据不符合要
求，无法录入公安交通违法系
统，提醒群众在举报交通违法
时一定要提供足够的违法证据
照片，填写违法时间、地点时要
配发相关证据照片，民警依法
审核通过违法照片后，高速交
警总队予以奖励。

郑州机场开启夏秋航季
许多航班时刻发生变化

举报高速违法近500台次
“河南群众”获奖励1万余元

群众举报大车占道等前3类交通违法时，应当采取拍照、
摄录等方式固定违法行为证据，24小时内发送到高速交警总
队电子邮箱：hngsjj-zd@sina.cn，举报时要提供交通违法行为
证据图片和举报人联系方式。

举报客车超员等后 6 类交通违法时，可通过报警电话：
0371-68208110（24小时接受举报）、手机短信：13633719780、河
南“高速警民通”客户端或“河南高速公安”微博微信举报，群众
举报需提供违法车辆的车牌号码、车型、颜色等基本信息及交通
违法行为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当前车辆所在位置或行驶状态。

附录 举报方式

妇女之家创业服务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