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C003322001144年年55月月55日日 星星期期一一

编编辑辑：：于于晓晓敏敏 实实习习美美编编：：珊珊珊珊 热热点点
今日莱芜

租房、租车、租女友？这都已经
不新奇了！现在连宝宝都有人求
租，而且打出了十分钟上万元的高
价。近日，一项公益活动打出“万元
求租宝宝十分钟”的口号，引来多
方关注。原来，这是婴童理发器第
一品牌易简发起的大型公益行
动———“十分易简，十分时尚”2014

易简十分钟全球闪发行动。
活动旨在针对首份《中国婴童

头发与健康现状调研报告》所反映
的问题，通过时尚、潮流的闪发行
动，倡导人们关注与珍视稍纵即逝
的亲子时光，陪伴孩子的成长，建
立婴童健康理发新理念。
缘起：首份《中国婴童头发与健康
现状调研报告》权威发布

4月13日，中国关心下一代工
作委员会公益文化中心、著名母婴
网站摇篮网、婴童理发器第一品牌
易简在广东科学中心联袂发布了
首份《中国婴童头发与健康现状调
研报告》。报告显示，有超过70%的
婴童在外理发时出现过被误伤、感
染疾病等安全和健康问题，理发等
亲子行为与宝宝的性格成长密切
相关。

据悉，该调研报告于2013年12

月开始，由关工委公益文化中心牵
头，联合摇篮网等育儿类媒体共同
开展。调研对象涵盖0-12岁婴童家
长、理发店及婴童健康专家等，采
取了街访、网络调研、入户调研、座
谈会等多种形式，涉及包括青岛、
潍坊、莱芜等在内的全国超过20多
个省市，历时近半年，回收有效问
卷100037份。

报告集中反映了当前我国婴
童理发面临的安全、健康和科学理
发观念三个方面的“六大隐患”。数
据显示，理发店专业婴童理发器配
备率低、理发工具消毒比例低、发
胶及烫染剂使用频繁、疾病感染，
成为威胁婴童的身体健康的重大
隐患；而长期缺乏亲子理发等父母
亲密行为的孩子性格更加内向和
缺乏安全感。

综合专家意见，报告还给出了
婴童理发的建议，即未满12岁的婴
童，更适宜在家中，由家长使用专
业、安全的婴童理发器亲自理发；
同时，定期理发、适当留短发，也是
保持婴童头发健康的关键。
现场：2014易简十分钟全球闪发行
动启动

活动现场，主办方同时发布了

公益微电影《头发的力量》，讲述的
是3个关于婴童理发的小故事，倡
导通过亲子理发举动，加强亲子互
动。看完微电影后，年轻的王妈妈
表示：每一次动手给小朋友理发都
是一次难得的亲子时光，每次10分
钟，每月一次，一年12个月，你最多
可以给小朋友理发12年，12×12×
10=1440分钟，每一次都是独一无
二的温情体验，每一次都是一去不
返的匆匆时光。“作为母亲，我相信
我们都是自私的，从今天起，我每
个月，都要多争取10分钟。”

易简婴童专用理发器总裁徐
永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怕麻
烦、怕自己不会理甚至误伤小朋
友，是许多父母不敢自己动手为孩

子理发的重要原因，明知发廊里的
发胶、烫染剂、未经消毒的非专业
婴童理发器等对小朋友存在威胁
却别无他法。而此次“易简十分钟
全球闪发行动”，对消除家长们的
心理障碍、推动婴童健康理发的观
念是一大助力。
持续：
万元大奖求关注婴童健康理发

“现在全球，每天都会有超过
30万的家庭在使用易简，严谨呵护
孩子健康成长的每一步，是我们的
责任；但更多的家长，则在抱怨与
无奈中，默默忍受外出理发的种种
隐忧。”徐永嘉表示，为此易简特别
发起“十分钟全球闪发行动”，送出
万元现金大奖“求租宝宝十分钟”，

号召家长珍惜每个宝宝成长的“十
分钟”。

据了解，要赢取易简十分钟全
球闪发行动的万元“租金”十分简
单，家长只需亲自给宝宝理个超酷
发型(参照活动指引的理发教程，
并使用专业婴童理发工具，只需不
到十分钟就能轻松完成)，并把完
成后的“作品”拍照上传至活动官
网即可。据介绍，本次闪发行动，将
持续到6月1日。活动期间登录活动
网站www.yijan.cn，即可查阅首份

《中国婴童头发与健康现状调研报
告》、婴童理发健康知识、微电影、
婴童理发技巧以及易简星级婴童
发型师的理发教程。

(蔡文)

易易简简万万元元求求租租宝宝宝宝十十分分钟钟

潮发双胞胎现场受追捧

使用易简婴童理发器，套上定
位梳以调节头发长短，反复推剪需
要剃短的部位

文/片 本报记者 程凌润

7年前，年仅25岁的刘湘
毅然辞掉了稳定的工作，创
办了一家产后恢复中心，这
位敢闯敢干的“80后”女企业
家进入这个新兴行业后，拼
命地学习，遇到难题时就写
日记鼓励自己，每篇日记后
面都写着“除了奋斗 别无
选择”八个字。记者采访刘湘
时，她总结自己的创业经验
说成功贵在坚持。

每天睡

三个小时都嫌多

1982年出生的刘湘是一个
典型的“ 8 0后”，敢于接触新事
物，2001年，她大专毕业后就在
一家通讯公司工作，她的第一份
工作做了七年，期间她结婚生
子。

起初她提出要创业，家里人
很不支持。“当时我就拎着一个
行 李 包 到 北 京 、杭 州 、上 海 考
察。”刘湘告诉记者，之所以选择
产后恢复这个行业，就是因为朋
友产后体型上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她搜索了大量资料后，认为

这个行业有很大市场前景。于是

就向亲朋好友借钱成立了自己

的公司，她还大胆地做了保证：

如果做买卖失败了，她就到国外

打工挣钱还债。

“那个时候，每天只睡两三

个小时，感觉睡多了就是浪费时

间。”刘湘形容创业初期是摸着

石头过河，因此她在网上学习很

多有关产后恢复的知识，还会到

专业机构进行培训。

坚持写日记

是为了给自己加油

对于刘湘来说，最艰难的就
是迷失方向。2008年7月，刘湘创
办了产后恢复中心，迎来第一位
顾客是在开业后将近一个月的
时候。但是即使生意萧条，她也
会借钱给员工发工资。

由于店面小，员工也不多，

顾客多的时候，她也得亲自接
待，甚至累得满头大汗，工作之
后躺在店里的沙发上就睡。为了
鼓励自己，她每天坚持写日记，
写每天发生的事情，每天的感
受，还会列出第二天的计划，她
说这样能够缓解压力，在每篇日
记后面她都会写上“除了奋斗，
别无选择”八个字。

创业经验：

成功贵在“坚持”

刘湘总结七年创业经验时
说，她认为这七年最大的收获就
是拜了名师，结交了一大批朋
友，这也包括莱城区妇联的一些
工作人员，她们给予了她很大支
持。

她评价自己还不是一个合
格老板，也不是一个合格的妈
妈，她希望能有更多的时间陪自
己的女儿，盼望着自己的业绩能
够稳中求胜，店面也不断扩大。
王玲已经在产后恢复中心工作
了一年多，她说刘湘会在新产品
到来之后亲自体验，她与员工的
关系也是亲如姐妹。

对创业者，刘湘提出了几点
建议：定准了就坚持到底，还要
经得起各种诱惑，多学习，用心
去做每一件事。

80后女企业家写日记激励自己

““除除了了奋奋斗斗 别别无无选选择择”” 90后阳光女孩徐洁虽然年纪不大，
却已经积攒了不少社会经验，在追梦
的路上她也收获了人生中的另一半，
如今她正筹备自己的化妆品店。

“人生就是这么奇妙，无论是干什
么都能收获知识。”徐洁笑着说，高中
毕业以后，她到家中的烧烤店打工。

“刚去烧烤店的时候什么都不懂，只能
打杂。”徐洁说，那个时候她不善于交
流。“有些客人调侃我，让我特别尴尬，
也不知道怎么和他们交流。”

虽然所有事都是陌生的，但徐洁
总是尽力做好每件事，一段时间后，她
开始活络起来。“打杂的半年的时间
里，我学到了不少东西，现在的经验都
是那个时候积攒起来的。”徐洁父母渐
渐将烧烤店交给了她管理，21岁那年徐
洁当起了烧烤店里的小老板。从进货
到管帐，徐洁一一打理。“刚接手店里
生意的时候太辛苦了，有好多次我背
着父母偷偷地抹眼泪。”徐洁说。此外，
徐洁还当过服装导购、饮水机销售员。
经过几年磨练，她慢慢成长起来。

对于职业前景徐洁有自己的规
划，她要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化妆品店。

“人生就是这样，有许多不可预知的事
情，但是无论干什么事情我都会拿出
百分百的热情。”

本报记者 陈静

自己开车出省，与70后甚至是60后
们觥筹交错、洽谈业务，这些事听上去
似乎与脸庞略显稚嫩的23岁大男孩刘
磊没什么关系。但这些就是他现在最
平常的工作状态。2013年毕业于青岛大
学的刘磊，现在正在协助父母经营园
林公司，他主管采购苗木。

刘磊在大学时就做过一些销售兼
职，善于交际，毕业后又在青岛一家地
产做住房智能系统工程，平时接触的
客户和合作伙伴也大都是70后。“一开
始人家都觉得我是小孩儿，不太把我
放在眼里。没少吃亏、碰钉子，但那时
候的积累的经验教训现在很受用。”刘
磊说，回莱芜工作了近5个月，外出看树
种、谈价格，这些工作都渐渐上手了，
父母对自己的表现也很满意。说到回
家乡协助父母经营公司，刘磊说起初
有些不甘心，但作为独生子有责任承
担起来。

刘磊说，虽然一些同学很羡慕他
能继承父母的事业，但看似“小老板”
的生活却也有道不出的艰辛。接连不
断的应酬有时让这个90后青年觉得身
心俱疲。

“我想再花点心思拓展点属于自
己的业务。”刘磊觉得，父母能白手起
家做出一番事业，他目前的基础和条
件比父母创业时要好得多，只要肯吃
苦动脑筋，也能开拓出一片天地。

本报记者 郭延冉

90后女孩创业：

全力做好每件事

与70后称兄道弟

的90后“小老板”

“朋友们经常调侃我说，‘村
官也是官，你一毕业就当官了不
起啊。’其实我自始至终就没觉得
自己是个官，就是一个下乡的新
兵蛋子，服务群众的光荣兵。”陈
辰说。2013年从山东农业大学毕
业的她顺利地通过考试，成为莱
芜市钢城区汶源街道黄庄一村的
村支书助理。

“最头疼的是刚开始村民的
不接纳，他们觉得大学生下来当
村官的都是为了当干部镀金的，
不掏心掏肺。”为了能拉近与村民
的距离，陈辰做足了准备。翻阅村
里的资料，从街道办同事领导甚

至是负责炒菜的食堂大婶那里
“探听”村里的事，时常与村民们
套套近乎，跟村民们一起喝喝茶
唠唠嗑。渐渐地，她成了村民口中
的“俺们的小陈妮儿”。

配合城中村建设工作，收缴
楼款、配套服务与物业管理，安抚
激进群众，为村民们落实各项保
险、核查录入新农合和新农保资
料……陈辰觉得，村官的工作虽
然繁琐，但只要用心去沟通，就没
有解决不了的难题。“跟老百姓打
交道就是要耐心，真正设身处地
地为他们考虑。”工作近一年了，
村里的大爷大婶们从最初的不理

不睬到见了面都亲切地喊她“闺
女”，陈辰倍有成就感。

日前，得知村里孙启珍一家
的不幸遭遇后，陈辰第一时间联
系媒体、联系救助单位，最终帮助
他们一家人争取到3万多元的救
助款，也深深地让她感受到了自
己工作的价值。

“村官二字，不仅代表着很多
人的职业，更意味着一种事业。不
是每个人都能做出一番轰轰烈烈
的事迹，但不妨在更多力所能及
的小事上尽力而为，用萤烛之光
和点滴奋斗，为自己的人生扎实
写下无悔的一笔。”

大学生村官：

萤萤烛烛之之光光，，让让青青春春无无悔悔
本报记者 郭延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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