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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立川 奉永成

遇到小彭时， 她正满头大汗地从长沙
市财富中心大厦的一户业主家中出来 。手
里提着的拖把与水桶， 表明了她现在的身
份：钟点工。这天是5月8日 ，也是她为业主
做满4次卫生、结算工资的日子。

“每月4次，每次4小时，一个月下来，也
有300块 。只要多做几家 ，收入也不低呢 。”
虽然很累，但谈到收获，小彭还是挺开心。

作为一种按时间计费的家政服务，“钟
点工”的身影出没在城市 ，已有些年头 。从
最初的异样眼光， 到如今的普遍认同，“钟
点工”已经成为城市的一道独特风景。在这
些忙碌、劳顿的身形里，蕴藏着怎样的酸甜
苦辣？

“都是一份工作”

其实做钟点工对小彭来说， 是件很自
然的事。她老家在望城 ，丈夫8年前就来长
沙打工，孩子7岁了 。基于夫妻团聚和孩子
上学的双重考虑，她毅然选择了随夫进城。
刚开始，她只想做一个全职家庭主妇。因为
丈夫是给小区搞卫生，每月工资才1200元，
孩子在城里小学入学后，陡增的开支，让一
家人倍感压力。几经琢磨 ，她经人介绍 ，开
始承揽钟点活，重点是帮人搞卫生。

“说实话 ，我没经过培训 ，也没有什么
上岗证。但搞卫生谁不会 ？我丈夫有工具 ，
我又能吃苦，只要能赚点钱贴补家用，累点
算个啥？

“每年过年回家，亲戚们看我们的收入
不低，都挺羡慕的。在他们看来 ，只要不偷
不抢，凭力气赚钱，也算一门不错的工作。”

见记者认同的样子， 小彭不禁幽了一
默：“记者同志，你是拿笔赚钱，我是拿拖把
赚钱， 说白了， 都是一份工作。 你说是不
是？”

与小彭的坦然不同 ，51岁的喻大姐谈
及自己现在从事的钟点工，多了些许无奈。

喻大姐是“老长沙”。年轻时，她是长沙
一家机械厂的职工。因为表现出色，曾经多
次被评为技术能手。8年前， 她与工厂达成
买断协议，拿着4万块钱下岗了 。那些胸带
红花走上主席台的激情片段， 如今早已成
为尘封的记忆。刚开始 ，她很不适应 ，每天

连门都不想出。不久丈夫也下岗了，生活一
下子变得紧巴起来。2010年， 儿子考上了湖
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费、生活费以及家
庭的日常开支，压得一家人喘不过气来。无
奈之下， 她想到了自己一直引以自豪的厨
艺。

开店，没资金。于是，经社区干部牵线搭
桥，她走上了为人做饭的钟点工之路。

“刚开始都不敢跟熟人说起这事。后来
慢慢做出了些名气，收入还不少，也就无所
谓了。”

在记者的反复追问下，她透露，如今每
月同时为两家提供做饭服务， 每月收入不
下2000元。

“也算是再就业吧。” 略显无奈的语气
下，已然隐隐有些满足的况味。

“我们做的是技术”

与小彭的认识不同，在长沙市暖洋洋清
洁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罗先生眼里，钟点工
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做的。

罗先生的公司坐落在长沙市东塘的一
家设计院里。一进门，就可以看到墙壁上贴
得整整齐齐的告示与资料。 诸如钟点工服
务项目、收费标准等 ，一目了然 。在服务项
目上，也不只是搞卫生这一项 。单元保洁 、
家庭保洁、办公室保洁等，细分得很清楚。

其实，搞卫生与保洁是两个概念。真正
的保洁，应该遵循严格的工作程序，在保洁
过程中，针对什么样的家具、使用什么样的
药水等，都有严格的要求。

“很多人以为保洁就是搞卫生，实在是
一场误会。 如果保洁就是一块抹布擦来擦
去，那要我们这样的公司做什么？那我们也
用不着专门组织保洁方面的员工进行培训
了。”

尽管如今很多城里人并不懂得专业保
洁的门道，但罗先生却在派工、回访上颇为
较真。用他的话说，就是保洁既然作为一门
技术活，就应当体现技术含量 。只有这样 ，
才能把看上去很简单的事做好。

类似的观点， 在长沙吉家家政服务中
心负责人熊女士那里，得到了呼应。这是一
家位于长沙市开福区潘家坪的家政公司 。
公司推出的钟点服务项目，包括新房保洁、
家居清洁、定点餐饮制作 、家具保养 、家务

打理、接送小孩等 ，为工薪一族 、白领家庭
提供“一站式”优质的钟点家庭服务等。

“要做完不难，做好则不易。也就是我们
常说的‘看事容易做事难’。”熊女士这样解
读钟点工。

“请让理解多一些”

作为近几年兴起的一种职业类别 ，钟
点工们在城市经历的遭遇，注定与众不同。
这中间，误解与委屈，是个不可否认也无法
回避的话题。

来自邵阳农村的30岁汉子吴成先，在长
沙市湘雅路租了个5平方米的小门面， 和老
婆一起承揽家庭保洁的活。平日里风里来雨
里去的倒没什么，唯一让他闹心的，是左邻
右舍那些看待“苦力”般异样的眼神与议论。

“我店子旁边 ，是一家超市 ，每天产生
好多垃圾。这本来很正常 。但不正常的是 ，
每次那些超市的员工， 总是随意把垃圾扔
在我的店门口。看我不乐意，他们一句话就
把我噎住了：“你不就是搞卫生的么？”

“最气愤的 ，从他们说出的话里 ，总觉
得我就是做苦力的，干的是无本生意。”

“就算是干苦力的 ，又怎么了 ？我是凭
劳动挣钱。总好过那些成天游手好闲、小偷
小摸吧！”说起这些，吴成先很是不平。

谈及 “理解 ”，吉家家政服务中心的保
洁工肖大姐也有话要说。

她告诉记者，在她接到的派工单中，不
少雇主对她是很理解、宽容的。雇主泡的一
杯茶，往往就让她倍感温暖。但也常有委屈
的时候。

有一次，她到雇主家做卫生。每进一个
房间，主人总是如影随形。不但处处挑工作
上的毛病， 还有意无意地和她说起一些钟
点工窃取雇主家财物的事情。

“人家嘴上说的是别人 ，但那意思 ，明
显是给我敲警钟。按照公司规定，我当时不
好反驳， 但下次我坚决不去那家做了。”肖
大姐一席话，说得记者心里沉甸甸的。

就此话题，记者连线湖南师范大学公共
管理学院陈文珍教授。在她看来，城市化进
程的不断加快， 注定将催生不少新兴职业。
钟点工的出现与发展，已经和正在一定程度
上改变着城市人的生活。对此，我们要有足
够的理性认识，并以理解与宽容的眼光和心
态，去看待、接纳这些新的城市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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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活里发出的声音钟点工：钟点工：

1.临时钟点服务： 时间从4小时到
数小时不等， 根据您的要求， 上门服
务， 收费标准以实际服务时间计算。

2.随叫随到套票 ： 每次3小时以
上， 随时使用， 不收介绍费。

3.固定钟点服务： 根据客户要求，
可以每天、 每周、 每月在特定的时间
上门服务。 熟手钟点工主要服务范围
包括买菜、 做饭、 家居清洁、 接送孩
子等。

钟点工的三种服务形式： 5月14日， 贺铁红 （右） 在社区康复中心指导残
疾人做康复训练。 家住长沙市雨花区左家塘街道阿弥
岭社区的贺铁红是一名足部残疾人， 常年受到社区爱
心人士的帮助。 2009年， 她主动加入社区 “爱心钟点
工” 联盟。 3年来， 她为社区残疾人提供康复、 推荐
就业等多种免费服务， 累计帮助残疾人65人。

本报记者 赵持 摄
说基层镜

爱心反哺

� � � � （上接1版②）
记者：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上升为国家战略，是

江西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请问，两年多来，这一规
划实施取得了哪些成效？在加快发展的同时，如何切实
保护好鄱阳湖“一湖清水”？

鹿心社：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是江
西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以此为新起点，江西开
始了促进经济与生态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鄱阳湖生
态经济区规划》实施两年多来，已取得了阶段性显著成
效。一是重大项目建设扎实推进。列入规划实施方案的
405个重大项目有300多个已启动建设， 累计完成投资
近5000亿元。二是生态建设进一步加强。造林绿化“一
大四小”工程累计完成造林面积1352万亩。全省85个县
（市） 污水处理厂及截污主干管网全部建成，41个工业
园区污水处理设施启动建设。 全省主要河流监测断面
水质达标率80.6%，所有设区市城市环境空气质量全部
在二级以上。三是生态经济快速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发展迅速，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长21.6%。生态农
业发展模式广泛推行，商贸物流、金融保险、生态旅游
等服务业快速发展。 四是先行先试加快推进。 启动了
“五河”及东江源头生态补偿试点，6个城市列入资源枯
竭型城市转型、 节能减排综合示范等国家重大改革试
点， 组建了鄱阳湖产业投资基金和新材料创业投资基
金，林权交易走在全国前列。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江西最大的特色， 也是实现江
西绿色发展的最大优势。 如果我们为发展经济把环境
破坏了， 今后无法向子孙后代交待。 在加快发展的同
时，我们一定以对历史、对人民、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
的态度，进一步加大鄱阳湖区生态环境保护建设力度，
大力推进造林绿化、污水处理、农村面源污染治理等重
大生态工程建设，统筹鄱阳湖流域上下游、干支流的生
态保护和建设，加强“五河一湖”生态环境保护。为更好
地保护鄱阳湖生态环境，重点开展了对非法捕捞、非法
猎杀候鸟、非法采砂、违法违规填湖、非法排污等五项
专项整治，切实保护好鄱阳湖“一湖清水”。

记者：我们注意到，您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
要构筑“龙头昂起、两翼齐飞、苏区振兴、绿色崛起”的
区域发展格局，能否就此做一阐释？

鹿心社： 围绕加快推进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
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我们提出了构筑 “龙头昂
起、两翼齐飞、苏区振兴、绿色崛起”的区域发展格局，
进一步明确了落实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本质要求
的着力点和抓手 。龙头昂起 ，就是打造由南昌核心增
长极、九江沿江产业带 、昌九工业走廊构成的核心增
长区，昂起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的龙头。两翼齐飞，
就是两翼沿沪昆线东西展开，支持沿线各设区市发挥
优势、壮大实力，形成特色鲜明、竞相发展的重要增长
极。苏区振兴，在中央有关部委的指导支持下，加快编
制实施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规划，推动赣南等原中央
苏区加快振兴发展 。绿色崛起 ，就是加快转变经济发
展方式，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基础上 ，大力发展低碳
生态产业 ，加速江西崛起 ，真正走出一条生态与经济
协调发展的路子。

（紧接1版①） 平江县紧急组织调拨饼干300箱、 纯净
水500箱、 大米300袋、 方便面200箱、 棉絮300床、 帐
篷100顶、 蜡烛1万支等应急物资， 在5月12日下午运
送到各重灾乡镇。

目前， 全省各项抗灾救灾工作正有序开展， 灾民
情绪稳定， 灾区社会安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