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孩政策逐步放开，“马宝”扎
堆出生，科学产后护理的理念成流
行趋势，使得城市中越来越多的准
妈妈瞄准了请“月嫂”。标榜可以
提供科学产后护理的月嫂受热捧，
产妇花万元请月嫂已不足为奇。

月嫂能否提供科学专业的服
务？是否越贵的月嫂就越好？怎
么才能请到“货真价实”的月嫂？
带着这些疑问，记者对郑州月嫂市
场进行了调查。

拿月嫂高薪 干保姆活计
郑州的“80 后”准妈妈严女士，

为了迎接 10 月中旬小生命的到来，
在今年五一期间，通过多方打听，
预订了一位月嫂，她打算产后让月
嫂 24 小时住家护理。

“都 说 月 子 对 于 产 妇 相 当 于
‘再生’，对于宝宝来说是新生的开
始，都需要科学照料。”在严女士看
来，月嫂比起家人和保姆能够提供
更专业、科学的服务。

郑州市妇幼保健院产科二区
护士长李秀娟说，近两年请月嫂的
家庭越来越多，住院的产妇中约有
半数请了月嫂。

月嫂真能提供科学专业的服
务吗？

今年 6 月生宝宝的夏女士，通
过月嫂公司推荐，花了 7800 元请到
了一位持有高级证书的“金牌”月
嫂。但是坐月子过程中，她发现，
所谓的金牌月嫂干的却是保姆的
活儿。

夏女士是母乳喂养，月嫂的工
作就是换洗尿布和衣服，每天给宝
宝洗澡，每天做的三顿月子餐也是
家常便饭。而公司标榜的“传授科
学育儿知识”、“帮产妇恢复体形”、

“疏导产后焦虑”，实际都不能提供。
“她掌握的母婴护理、育儿知

识，远不如网上的全面。”在夏女士
看来，月嫂其实就是有带孩子经验
的保姆。

李秀娟说，夏女士的遭遇并非个
案，更有甚者是月嫂引导产妇家庭错
误护理，医护人员还要费力去纠正。

花钱能办“高级证”
金牌头衔随意加

郑州一知名月嫂公司的黄姓
工作人员称，月嫂这个行业对学历
没要求，交 1280 元钱，在公司培训
几天，就能直接考取人社局认可的

“高级母婴护理证”,并称公司操作
包过。

她还承诺，培训结束后，可以帮
忙办理健康证，10 天后推荐上岗。
第一个月薪水 4500 元左右。如果
干活利索，没有发生纠纷，第二个月
工资就能涨到 6500 元以上，做“星
级月嫂”，第三个月可以定位“金牌
月嫂”，收入上万元也有可能。

在郑州市大石桥附近的两幢写
字楼里，分布了大大小小几十家月
嫂公司。记者以应聘月嫂为由电话
咨询 10 余家，对方都称月嫂行业零
门槛，交钱就能办上岗所需的资格
证书，并且可直接办理“高级证书”。

走访中记者发现，持有高级证
书的月嫂，在被冠以金牌、星级等
头衔之后，薪资各不相同，少则六
七千，多则上万元。

“月嫂的星级标准，是公司根

据她带过的宝宝数量，参考雇主的
反馈来定的。”雪绒花月嫂公司的
一名工作人员称，星级越高薪资越
高。

据一位业内人士透露，月嫂公
司每促成一单生意，从中抽取约
20%的佣金。“其实标上星级月嫂、
金牌月嫂，都是月嫂公司为了获得
更多收益的手段。”这位业内人士
称，月嫂公司通常要价非常随意，
他们会根据不同客户所提出的价
格需求，将月嫂加上不同的头衔，
肆意更改标价。

行业有定价 最高七千二
据郑州市家政服务行业协会

秘书长郑翔介绍，“月嫂”，官方叫
母婴护理专项技能，不属于一个职
业，目前全国还没有专门的“月嫂
证”。只有人社部颁发的家政服务
员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其职业标准
里包括婴儿、产妇的护理等月嫂所
需的专业技能。

郑翔说，按照人社部规定,该证
书分为“初、中、高”等级，而所谓的
月嫂公司私自制定的星级、金牌、
钻石级等级别，不能作为收费参照
标准。

另外，月嫂必须有初中以上文
化程度，经过省或市人社局部门的
培训中心、家政协会专业学校培
训，通过考试合格后,取得初级证
书，1 年半后再培训、考试才能获取
中级证。取得中级证 4 年后，经过
培训、考试才能获得高级证书。高
中学历可以直接申请中级证，大专
学历者可以直接申请高级证。

郑翔说:“2013 年郑州市监管部
门发现一些月嫂公司在为员工申请
证书时存在弄虚作假，已叫停了高
级证书的颁发，但不排除有人绕过
郑州在外地获取高级证书的可能。”

针对市场上月嫂定价随意现
象，郑州市家政服务行业协会在
2011 年 制 定 了 最 高 参 考 价 格 为
6000 元，随着物价上涨，如今在原
有参考价的基础上增两成，也不应
超 7200 元。“协会制定的是参考价
格，不具有强制性。”郑翔也想借此
告诉广大消费者，要理性消费，不
要认为越贵越好。

要请好月嫂 面试有门道
坐 月 子 到 底 用 不 用 请 月 嫂？

怎么才能请到靠谱的月嫂？专家
给出了建议。

李秀娟更提倡由新晋爸爸担
任母婴护理主要角色。“产妇 12 天
的产褥期，有一半时间在医院度
过，而新生儿除了吃奶，基本都是
睡觉，如果按照医护人员的嘱托，
伺候月子并非难事。”李秀娟说，由
新晋爸爸承担起伺候月子的主要
责任，更有利于促进家庭亲情交
流。另外再科学安排一个亲人或
一个保姆来做饭、处理杂务就足够
了。

而对于那些因为亲人无法照
顾，必须请月嫂的家庭来说，李秀
娟和郑翔建议，不要被中介的花言
巧语以及月嫂的各种头衔所迷惑，
最好提前对她们面试，面试时有以
下几个技巧。

首先，可以参照 2009 年河南省
颁布的《产褥期母婴护理员等级规
定及服务规范》中要求的月嫂“四
个标准”，测试月嫂是否达标。

其次，当面询问科学育儿的常
识。比如，母乳喂养的正确姿势是
什么；孩子出黄疸要多久才能恢复
正常；给孩子洗澡要先放热水还是
凉水；婴儿大小便几次是正常。

如果月嫂能够沉着、有条理地
回答出来，说明她比较有经验、技
术熟练。如果用“这些知识我都
懂”，“这些常识我都知道”等含糊
语言回答，说明她经验不足，即使
是持有高级证书的金牌月嫂，也要
谨慎聘用。

郑翔提醒准妈妈，不要担忧请
不到月嫂。据郑州市家政服务行
业协会不完全统计，当前郑州持证
的月嫂约 2 万人，基本可以达到供
需平衡。虽然二孩政策放开后月
嫂更走俏，但是提前两三个月预
订，应该没有问题。不要盲目听从
月嫂公司鼓吹“月嫂难寻”论，以
至于听从他们的建议,出高价订所
谓的金牌、银牌月嫂。③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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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杜 君 通讯员
董逸平）候鸟迁徙季，中原良好的
生态环境吸引了更多的珍禽。10
月 13 日，记者从有关部门了解到，
观鸟爱好者“倒退 30 年”日前在洛
阳市伊滨区薰衣草庄园发现一只
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小杓（sháo）鹬

（yù）。据悉，这也是我省首次监测
到小杓鹬。

据介绍，小杓鹬通常在俄罗斯
的西伯利亚繁殖，在印度尼西亚至
澳大利亚一带越冬，在我国为旅
鸟。同其他杓鹬一样，小杓鹬大多
数沿着海岸线迁徙，每当潮水退
后，它们就到被潮水淹没过的滩涂
上觅食，在内陆只有少量记录。

长期从事鸟类研究的生态学
博士牛俊英介绍，杓鹬在我国一共
有四种，小杓鹬是杓鹬里面个头最
小也是嘴最短的。之前我省已经
记录到大杓鹬、白腰杓鹬、中杓鹬，
这次观鸟爱好者又记录到小杓鹬，
意味着四种杓鹬在我省都有了记
录。

专家表示，能吸引惯常走东线
沿海迁徙的小杓鹬现身我省走中
线，与我省良好的生态环境有很大
关系。据洛阳市林业局监测，自
2005 年起，到洛阳繁衍的珍稀野
生鸟类越来越多，其中不乏黑鹳、
中华秋沙鸭等国家一级重点保护
动物的身影。③7

好生态吸引东线候鸟走中原

我省首见小杓鹬

本报讯（记者童浩麟）承载着
客家人对开封文化记忆的珠玑巷
和守望阁，10 月 15 日正式在开封
客家源文化广场开园迎宾。

客家源文化广场占地 91 亩，
总建筑面积约 7 万平方米，包括开
封文庙文化广场、客家文化主题广
场和珠玑巷文化商业街区三个主
要板块。广场南门正对着的是两
扇大红的棂星门，过棂星门后，30
余亩的客家文化广场中央，一座 9
米高的孔子铜像双手合于胸前、目
视远方。广场两侧是东西碑廊及
景观亭，东碑廊东侧是珠玑巷文化
商业街区。广场最北边是一座 27

米高的仿宋式建筑——守望阁。
客家文化主题广场以守望阁、篆体

“家”字地铺为核心，反映客家历史
文化、根亲文化与祭祖文化。

“客家源文化广场是 10 月 17
日即将开幕的世界客属第 27 届恳
亲大会的主要场所，更是开封作为
客家祖根地的标志性建筑。”开封
市市长吉炳伟说。开封被评为“全
球华人最向往的十大根亲文化圣
地”之一。开封珠玑巷是河南 3 个
令东南沿海客家人和海外华人魂
牵 梦 萦 的 寻 根 圣 地 之 一 。 2013
年，开封市决定重建珠玑巷，迎客
家人回家，让客家人圆梦。③7

迎客家人回家 让客家人圆梦

开封客家源文化广场开园

本报讯 （记者栾 姗）10 月 14
日，记者从郑州城市一卡通有限公
司获悉，首批 2000 张“手机绿城
通”将面向社会正式发售，届时郑
州市民可实现利用手机搭乘公交
和地铁的愿望。

在紫荆山站进站口，“手机绿
城通”客服人员将手机往地铁闸机
的读卡区前一晃，只听“嘀”的一声
闸机扇门就打开了，读卡机显示

“充值票手机票 xx 元”。抵达目的
地车站后，又将手机往出闸机前一
晃，就顺利地刷卡出站，跟普通绿

城通的操作方法无异。
刷手机当地铁票，具体怎么使

用，如何充值？郑州城市一卡通有
限公司的项目负责人说，有需求的
市民到移动营业厅内就可以申请
此项业务，在不换号的前提下，更
换一个叠加消费功能的 SIM 卡，再
下载一个“手机绿城通”的客户端，
就可以实现用手机卡付费。目前
只有移动用户才能使用此项业务，
想要报名体验的市民可以到会展
中心、东大街、陇海路、经三路、秦
岭路 5 家营业厅咨询办理。③9

郑州

“刷”手机可乘公交地铁

本报讯（记者李凤虎 实习生
焦莫寒）从 10 月 15 日起，郑州交警
部门开始对违法上三环高架路行
驶的大型客车、危险品运输车、货
运车辆等各类限行车辆进行电子
监控抓拍处罚。

10 月 9 日，据郑州市交警支队
有关负责人介绍，郑州市三环快速
路建成通车后，大型客车、危险品
运输车、货运车辆等各类限行车辆
闯禁行上高架路行驶的情况多发，

降低了通行速度，造成交通安全隐
患。为减少交通事故，缓解道路交
通压力，保障三环快速路有序畅
通，交警部门在三环快速路上桥匝
道口安装了电子监控智能控制系
统，利用电子监控抓拍处罚违规行
驶的车辆。

按照规定，客货车违规上郑州
市三环高架路行驶，视为机动车违反
禁令标志指示行为，警方将对违法车
辆司机罚款100元扣3分。③10

郑州警方将严查客货车
违规上三环高架路

本报讯（记者王 平）10 月 15
日，省慈善总会第二届公益创投大赛
获奖项目、国内首部留守儿童预防性
侵公益电影《如果树知道》在郑州首
映。省司法厅、省妇联、省慈善总会
等有关单位负责人，以及影片主创人
员和部分演员参加了首映式。

影片讲述了一名以树为友的
山区留守儿童被性侵后，因家人极
力隐瞒，导致性侵事件多次发生，
给其身心造成巨大伤害，最终在支
教老师的帮助下，勇敢报警并将犯
罪嫌疑人绳之以法。本片旨在呼

吁家长、学校及教育、司法等部门
共同关注未成年人尤其是留守儿
童被性侵现象，关注留守儿童心灵
成长，提升留守儿童法律意识。

本片由郑州姐妹心灵义工队
发起申报，欢娱视线影视制作有限
公司制作，并将于 11 月份面向全
国公益播映。

省慈善总会自 2011 年开始举
办省内公益创投大赛，至今已成功
举办两届。大赛旨在通过筛选优
秀慈善项目并给予资助，助推全省
慈善类社会组织能力的提升。③9

国内首部留守儿童预防性侵公益电影

《如果树知道》在豫首映

高价月嫂是否“务”有所值
□本报记者 逯彦萃 石可欣

背景素描
南水北调干渠中线一期工程在

郑州航空港区段长约 28.2 公里，工
程永久占地约 6000 亩、临时性占地
4000 亩，规划建设桥梁 45 座，倒虹
吸 10 座，尾水渠 1 个，渡槽 2 个，分
水口门 1 个，下穿廊道 2 个，节制闸
2 个。根据工程规划，港区第一水

厂、第二水厂的水源都利用有南水
北调受水配额，分配水量为 9400 万
立方米/年。

盼望着，盼望着，盼望着丹江水
的到来!

10 月 14 日，在南水北调正式通
水之前，记者再次来到南水北调郑
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段干渠，
一探通水前的准备情况。

南水北调干渠进入港区，如一

段温柔的臂弯，将其亲昵环抱。站
在渠岸，看一汪碧水静静流淌，在午
后阳光的照耀下，波光粼粼，激起内
心一阵澎湃：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
空地，是建设者们的无私奉献与艰
辛付出，才使得这一世纪工程由蓝
图变为现实。

“充足的水源，是城市建设与发
展的关键。”分管南水北调工作的港
区副主任法建强说：“丹江水引入港
区，意义非凡。”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是
中国首个航空经济发展先行区，也
是中原经济区的核心增长极。伴随
航空港经济的高速发展，对水资源
的需求将越来越大。

目 前 ，该 区 供 水 仅 有 黄 河 水
一个水源，且从郑州东周水厂跨
区输水，加上实验区获批前规划

定位较低，输水管线送水能力仅
为 10 万 立 方 米 /日 。 然 而 ，根 据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发
展规划》，到 2030 年港区常住人口
将 达 125 万 ，日 需 供 水 量 33 万 立
方米。经过多部门的协调帮助，
港区南水北调分配水量目前达到
9400 万立方米 /年。

“城市配套的完善程度决定了
企业未来发展的规模和层次。”在港
区已投建厂的吴忠先生告诉记者，
当时他就是看到南水北调干渠在港
区穿流而过，环境宜人，能确保水源
供应才拍板选定港区。

为加快发展，提升城市功能，
2011 年，港区以自筹资金 25.13 亿
元的自建方式取得了审批。18 座
跨南水北调总干渠桥梁均按城市
主干路桥梁设计，其中 4 座属于变

更桥梁项目，总投资 2.13 亿元；14
座属于新增桥梁，总投资 23 亿元，
最 宽 处 达 到 80 米 ，最 大 跨 径 120
米。

“18 座桥集中开工，建设前所
未有的繁忙。为确保工程优质快速
完工，许多奋战在南水北调一线的
工作人员累倒了爬起来，带病上岗
成了家常便饭。”采访中一位工作人
员站在渠岸旁深情回忆，禁不住为
曾有的激情岁月啧啧感叹。

走在大坝上，微风拂动，轻盈的
水汽扑面而来，如江南的温润。据
悉，干渠两岸将各种植 200 米宽的
绿林，并邀请知名专家高标准设计
成为带状公园。相信不久的未来，
市民就可以游走在芳草绿树间，尽
情享受鸟语花香带来的温馨与闲
情。③9

碧水粼粼环港区

□本报记者 李 林 丁新科 陈 晨

南水北调中线行南水北调中线行
之航空港区见闻

三秋三秋 进行时进行时

俗话说：“秋分早，霜降迟，寒
露种麦正当时。”

“多亏有好种子，俺的玉米地
才有了好收成！地里的麦种还是
县农业局提供的百农 418 和焦麦
266 两个优良品种，俺相信来年又
是个丰收年！”10 月 13 日，望着已
播种的 8 亩农田，修武县王屯乡东
黄村高产示范户刘在刚高兴地说。

近年来，有豫北小粮仓之称的
修武县，粮食生产创下了连续 5 年
16 项全国高产纪录。今年秋季，
修武农业生产“风不调雨不顺”：前
期病虫害严重，中期逢 63 年不遇
的严重旱情，后期收获时是连绵阴
雨的特殊气候。即便如此，修武的
玉米产量仍持续稳产、高产，亩产
突破 700 公斤大关。

“农业综合开发练硬筋骨是前

提，基因好的种子是结硕果的关
键。”修武县农业局局长杨法谊说。

为了获得良种，修武县积极与
中国农科院、河南农大、河南科技学
院等十几所科研院所达成合作事
项。每年都有近30个粮食新品种在
修武试种，何中虎、张学勇、茹振刚等
全国顶尖粮食育种专家竞相把科研
成果拿来试验。每逢粮食收获前夕，
一波接一波的专家前来“研究、考
察”。修武成了育种专家们培育新品
种、试验新技术的角力场，“国考”、

“省考”认定粮食新品种的试验田。
在农业综合开发方面，连续

17 年捧走省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红旗渠精神杯”，建立粮食高产创
建万亩示范片 8 个、千亩示范方 20
个和百亩攻关田 40 个,超高产攻关
点 60 多个；1200 户科技主力军，2
万户后备军，1 万余户农户参与高
产创建，修武农民对科技种田的孜
孜追求和努力没有止境。③10

良种的“角力场”
□本报记者 李建华

本报通讯员 王 星

图为在我省首次发现的小杓鹬。⑤4 邓明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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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梁飞架干渠两岸。⑤4 刘二磊 摄

10月15日，温县黄庄镇卫村
农民正在晾晒玉米。该县农民趁
晴好天气忙着晾晒玉米，农家处
处满眼金色。⑤4 徐宏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