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追求真善美，是每位母亲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这其中的“真”便是诚信。7 月15日~16 日，2021中国网络诚信大会在湖南省长沙市举行。在网络诚信这股时代大势中，
女性正展现自己独有的风采。值此大会召开之际，在湖南省委网信办的指导下，今日女报 / 凤网发起“诚信妈妈网络联盟”倡议，展现诚信妈妈风采，邀您赴一场诚信之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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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亚萍请你一起当“诚信妈妈”
来自世界冠军的邀约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陈寒冰 实习生 杨泠

“大家好，我是世界冠军、

湖南妈妈邓亚萍。希望大家积

极加入‘湖南诚信妈妈’队伍。

网络诚信，你我 共 行！”入伏

这天，世界冠军邓亚萍隔着镜

头，向湖南妈妈发出了爱的邀

请。邓亚萍是乒乓球史上排名

“世界第一”时间最长的女运

动员，也是中国历史 上 第一 个

夺得四枚奥运金牌的人，运动

生涯共拿到 18 个世界冠军，鼓

舞了无数 人 追求自己的“冠军

梦”。

退役 后， 公益事业 成了邓

亚萍矢志不渝的理想追求。聊

起公益与诚信，她感叹 ：“我觉

得，做公益本身就是 基于信任

关系，所以，公益一定要公开

透明，才能赢得公众信任，才

能可持续发展下去。”

在儒家文化中， 诚信是 道

德准则，也是自然规律。

邓亚萍说：“提到儒家文化，

离不开五个字 —— 仁义礼智

信。从小父母都在教导我们要

做一个有诚信的人，而对于我

们运动员，教练更是有一种如

师如父的关系。”

邓亚萍回忆，当年在一场

亚洲杯的兵乓球决赛场上，打

到关键球的时候对手回了一个

擦边球，当时裁判没有看清楚

就 问她 是 否 有 擦 边，“ 因为当

时我各方面成绩都够格，该拿

的冠军都拿了，只因身高问题

不被看好，因此一直不能进入

国家队。我当时太想进入国家

队了，觉得这一路走来太难了，

就没有明确指出对手打了一个

擦边球”。

事后，张燮林 指导 把她叫

在一边 对 她说 ：“赢 球其 实不

是 最 重 要的，是赢 对 方的心，

甚至要赢球迷的心。”邓亚萍含

泪认错，还写了书面检讨。

后 来， 在 北 京 亚 运 会 上，

对手再一次打出了类似的擦边

球，邓亚萍毫不犹豫地向裁判

指了出来。“那一刻，我赢得了

张指导以及观众的认可，更是

赢得了对自己的认可。”

14 年运动生涯，18 个世界

冠军，诚信是邓亚萍的第一原

则。 当她 投 身 于公益事业 后，

更理解诚信的力量。

今年 6 月底，作为湖南省妇

联、省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等

单位联合发起的公益项目“出手

吧姐姐——温暖 2021”形象代

言人，邓亚萍一直关注着项目的

进展和情况，“网络公益更需要

诚信守护，才能让帮扶和爱心落

到实处”。能与大家一起帮助湖

南的困境母亲，邓亚萍觉得，有

了感恩之心，也就有了爱的传递。

诚信的 核心是 善， 善由心

生。邓亚萍认为每个平凡女性、

妈妈都能成为公益的主角。“我

认为女性公益人是非常重要的

力量，而诚信正是公益的基础。”

邓亚萍感叹，“妈妈”是一个非

常美 好的词汇，只要提到“妈

妈”，无论谁都会觉得特别温暖、

有安全感。因此，她希望“‘湖南

诚信妈妈’更有效地为公益传

播大爱，也能把这些爱分享给

身边的人，让爱传递。我也希

望‘湖南诚信妈妈’可以发掘更

多的女性、妈妈正能量的故事，

被更多的人看到，只有被看到，

公益和诚信才会有更大空间，才

会生根发芽”。

杭州保姆纵火案已过去几

年， 但带来的 影响 依 然还在。

作为家政服务人员，应该如何

获得雇主的信任和肯定呢？

“ 家 政 服 务人 员大 多 是 母

亲。”今 年 49 岁的高级育婴师

赵书青告诉记者，在教育儿子时，

她常常把“诚信为本”四个字挂

在嘴边。在工作和生活中，她以

身作则，用“以心换心”四个字

践行。

赵 书 青 是 凤 网 e 家 合 作

商—— 长沙雅贝家政服务有限

公司的一名高级育婴师，从业五

年多以来零差评，服务过的雇

主都为她竖起大拇指，尤其是

她现在服务的雇主孙女士，更

是把她当“亲妈”看待。

几 年 前， 赵书青从事的是

月嫂工作。2017 年，临近年底，

刚下户的赵书青接到公司通知，

需要替一位请假的育婴师顶班

4 天。

“因为没带大宝宝的经验，

接手时我有点忐忑，所以私下

里请教了公司的老师。”赵书青

告诉记者，就算代班也要负责。

接手的第一天，她就碰到孩子

腹泻生病的状况。在和孙女士

交流后，她得知孩子之前的饮食

存在一定的问题。找到原因后，

她马上给孩子调整饮食，并且每

天早起给孩子熬养脾健胃的小

米粥，很快孩子的状况得到了

好转。

除了对宝宝生活照料细心

外，赵书青对雇主的其它需求也

看在眼里。“孙女士是一名老师，

我发现她每天都会给宝宝欣赏

很多名画。我刚好年轻时也喜

欢看书，对一些历史名人、名画

有一点了解，于是，我主动提出

可以帮她。”正是这个举动让孙

女士对赵书青刮目相看。“我一

定要把赵姐留下来。”赵书青仅

顶班三天，孙女士就对她极力

挽留，这一留就留到了现在。

在留下赵书青的第二个月，

孙女士因为工作劳累过度患上

乳腺炎，高烧不退，焦急的赵

书青在照顾宝宝之余，彻夜守

在孙女士床前照顾，这让孙女

士感动不已。

三年多来，从青睐到像亲人

般的信赖，孙女士早已把赵书青

当成了家人。

“做家政服务这一行，每天

都是与人打交道，只有以心换

心，诚信待人，才会真正赢得他

人的尊重和信任。”赵书青告诉

记者。

赵书青的故事是湖南家政行

业推行诚信体系建设的一个缩

影。

“家政行业是一个特殊的行

业，素不相识的家服务人员进

入雇主家工作，成为其家里朝

夕相处的一分子，双方要建立

信任关系，诚信是基础。”郴州

市家庭服务业协会会长郭春红

说，“作为行业协会，我们在推

动诚信体系建设的同时，也一直

在探索行之有效的方法”。

郭春红透露，今年郴州市

将率先在全省推出“一企一证

一 码”以及“一人一卡一 码”。

她 表 示，家 政 企业持 证 经营、

家政服务员持卡上岗的做法可

以让诚信化无形为有形，消费

者只需要扫一扫二维码，就可以

知道有关服务人员的基本信息、

从业经历、培训经历、服务技能、

从业轨迹、健康状况等，从而

放心享受服务。

据了解，该项目将由今日女

报凤网 e 家家庭服务平台提供

技术支持，利用大数据以及互联

网技术为诚信体系建设赋能。

凤网 e 家平台总监、湖南家

庭服务业协会副会长黄晓云介

绍，该平台将诚信作为行业最重

要的准入门槛，主动与商务部的

家政服务信用信息平台对接，通

过技术赋能，建立服务企业、服

务人员的信用信息数据库，推动

我省家政服务诚信体系建设。“下

一步，我们还将加大对消费者的

宣传，引导更多消费者将诚信平

台用起来，真正发挥出诚信体系

建设的价值。”

“诚信需要 企 业、从 业者、

消费者三方共同坚守，要让诚

信的理念和意识深入人心，离

不开积极正面的新闻宣传和舆

论引导。”黄晓云介绍。在湖南

召开中国网络诚信大会之际，凤

网 e 家将全力支持“诚信妈妈网

络联盟”建设，让更多的妈妈

家政员成为“诚信妈妈”，弘扬

湖南家政行业正能量，不断为

行业健康稳定发展注入新动能，

扩大家政服务信用的社会影响

力和公众认知度。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史超

让“保姆”更保险，家政更“真”
湖南打造家政服务诚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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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书青和孙女士的孩子相处像一家人。

做公益时，邓亚萍在乡村实地走访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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