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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联组织培育流动妇女核心价值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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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妇联组织在角色定位中体现出双重角色的特点，在工作开展中具有拓展领域、整合资源等优势，在培

育流动妇女核心价值观践行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浙江奉化妇联注重“联网”“联姻”“联心”，创新了流

动妇女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方式。妇联组织培育流动妇女的核心价值观需要依托社会资源，提升流动妇女的素质

能力; 构建维权网络，化解流动妇女的矛盾纠纷; 开展各项活动，激发流动妇女的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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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着社会主义最基

本的价值理念和价值追求，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为凝聚当前多元状态下

的思想指明了方向［1］。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根

据不同层面、不同群体，采取不同方式方法，分层

培育，分类践行，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

基层，深入人心。本文通过分析妇联组织的角色

定位与优势，展示了基层妇联组织培育流动妇女

核心价值观的实践探索，提出了培育流动妇女践

行核心价值观的对策建议。

一、妇联组织角色定位中的优势分析

( 一) 妇联组织角色定位中的亮点

妇联组织是以女性为服务对象的群团组织，

在某种程度上具有非政府组织的一些特点，在组

织角色定位中体现出这种双重角色的特点。

一是政府财政稳定支持，体现了政策的倾斜

优待———政府组织的优势。妇联组织具有官方

背景，领导层也是由政府官员担任，其不仅借助

行政力量成立，而且以行政资源为生存保障［2］。

政府的行政性特征决定了政府拨款的稳定性，相

对于普通的非政府组织而言，妇联组织拥有政府

提供的制度性资金保障，减少了后顾之忧。另

外，它可以合理利用自身的人民团体身份，更广

泛地接触相关政府部门，与政府建立广泛而密切

的联系，利用行政力量推动工作的开展，推动相

关有利于妇女政策的制定。

二是调动组织灵活性，体现了非政府组织思

维特点———NGO 的优势。相对于官方体系，非政

府组织比较灵活，面对突发问题时，其应变能力、

活动效率相对较高。非政府组织( NGO) 在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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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领域的事件处理中较政府更加高效、低成

本，能够尽可能地满足民众的需求和利益，是最

为和谐的民众—政府沟通枢纽。妇联组织的非

政府组织角色定位，使其具有自身作为社会群众

团体的组织优势，一方面可以在法律法规政策限

定的范围内自主灵活地开展针对服务对象的特

定服务活动，另一方面可以根据工作需要灵活增

减工作人员的数量，例如招募志愿者，对其进行

分类，依情况确定数量和分工等。

( 二) 妇联组织工作领域的优势分析

一是拓展了工作领域。妇联组织具有组织

延伸广泛、公众认可度高的优势。长期以来，妇

女组织结构主要以“纵向层级式”为主，讲究的是

“纵向到底”，工作重点在农村，工作对象主要是

农村妇女。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妇联工作的

领域进一步扩大，在“纵向层级式”的基础上侧重

发展“横向扁平式”，即把组织的触角延伸到机

关、社区和新经济领域，不断扩容妇联团体会员。

通过层级式的妇联工作网络和各种女性联谊组

织，发挥团结妇女、凝聚人心的作用，做到哪里有

妇女，哪里就有妇女组织，使妇联组织网络实现

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并且使妇女的人力与人才

资源更加丰富。同时，运用这些妇女人力人才资

源履行“维护妇女权益、促进妇女发展”的基本

职责。

二是整合社会资源。因为妇联工作面广线

长，仅仅依靠传统的线状组织体系，很难承接政

府转移出来的部分职能。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

各种民间妇女组织以及关心妇女发展的专家学

者，都是妇联在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时可以

整合的社会资源。因此，妇联组织通过加强与社

会各界的互通互联，不断整合社会资源，吸引更

多的人、调动更多的力量来关注和支持妇联组织

维护女性权益。如利用各种有利时机，通过联合

或协调民政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司法局、

公检法等职能部门，实现社会资源的整合利用，

承担起妇女权益保障的责任; 通过联合社会各方

面力量，共同推动妇女发展和妇女权益保障。

总之，妇联是党和政府直接领导下的群众团

体，与其他政府部门工作交流联系密切，因而在

获得政府支持和其他部门配合方面有着得天独

厚的条件，拥有制度化的参与渠道［4］。妇联在组

织动员社会力量、取得妇女群众认同方面有着独

特的优势，因而在参与社会治理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培育中，比较容易得到政府的重视、支持

和妇女群众的认同。因此，妇联组织在促进流动

妇女权益保障、培育流动妇女核心价值观践行等

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二、妇联组织培育流动妇女核心价值观的奉

化实践

浙江宁波市奉化区有流动人口 18．7 万，占奉

化户籍人口的 38．28%①。近年来，奉化妇联面对

近 9 万流动妇女，做好、做活“联”字文章，注重以

“联网”“联姻”“联心”的方式培育流动妇女的核

心价值观，既拓展了妇联自身的工作空间，又创

新了流动妇女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方式。

( 一) 注重“联网”，搭建流动妇女核心价值观

培育的平台

一是组建了奉化民族妇女之家。在奉化的

外来少数民族妇女有 650 多人，分属 22 个少数民

族。为了联结这些民族妇女，培育她们的核心价

值观，奉化妇联组建了浙江省第一个“民族妇女

之家”。这一联结民族妇女的网络由“三个服务

中心”“一个援助站”“四条服务热线”组成。“三

个服务中心”即民族妇女创业培训中心、民族妇

女儿童健康服务中心、巾帼家政服务中心; “一个

援助站”即维护民族妇女权益法律援助联络站;

“四条服务热线”即民族妇女就业创业咨询热线、

民族妇女儿童健康咨询热线、巾帼家政服务中心

咨询电话、民族妇女法律援助咨询热线。奉化的

民族妇女之家每年定期举办“同根同源、情依心

连”民族妇女联谊会、妇女健康保健知识系列讲

座等活动，开展为民族妇女免费健康检查和为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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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的民族妇女捐款献爱心等，加快了少数民族妇

女的奉化融入。

二是建立了宁波市首个外来妇女组织。奉

化力邦社区是流动人口的一个集中地，居住着

3000 多名来自全国 20 多个省、市、自治区的外来

务工人员，其中女性近 2000 名，占外来人口总数

的 60%以上。社区里每天都有人口流动，每年人

口流动率为 20%左右。为有效实现对这些外来

妇女的管理和服务，奉化妇联于 2005 年 10 月在

力邦社区建立了联结外来妇女的妇联组织———

宁波市首个外来妇女组织。奉化妇联在明确力

邦社区妇联职责、提高妇联干部素质的基础上，

提出了外来妇女“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管

理”的模式。2007 年 3 月，奉化妇联指导力邦社

区妇联组建了宁波市首个外来务工女性维权站。

维权站设“社区维权岗”“知心姐妹信箱”“法制

你我她女子心声队”“女子权益维护队”。力邦社

区的女子维权站构筑了以妇联、社区保安和社区

调解员为主体的调解网。奉化妇联又指导力邦

社区妇联设立外来妇女开展活动的场所，完善具

体的工作制度，以“教育、服务、维权”为抓手，先

后推出了“巾帼志愿者”队伍建设与“巾帼新市

民”创业、学习、维权、展示等行动。奉化妇联引

导力邦社区妇联对流动妇女实行“市民化管理、

人性化维权、亲情化服务”，无疑是培育流动妇女

核心价值观的典型案例。这一工作理念曾得到

宁波市妇联、浙江省妇联、全国妇联领导的肯定。

三是构建流动妇女网格责任区。奉化妇联

在积极推进社区妇女组织建设的基础上，因地制

宜地设置了流动妇女网格管理服务责任区。如

溪口各社区通过建立以行业片区经理人、流动妇

女党员代表为责任人的妇女小组，做到分片包

干，无缝对接。奉化妇联与溪口镇妇联干部通过

定期或不定期到社区中的网格责任区进行走访，

为流动妇女提供计划生育、就业指导、法律维权

以及解决矛盾纠纷等多方位的服务，并组织开展

丰富多彩、健康有益、形式多样的妇女组织活动，

以消除流动妇女工作的盲点，培育她们的核心价

值观。奉化妇联还通过动员组织本地志愿者与

流动妇女开展互帮互助的志愿服务活动，进一步

推进城镇社区中本地妇女与流动妇女共同参与、

共同服务、相互融合的社会组织建设。

( 二) 注重“联姻”，架起两岸婆媳核心价值观

培育的桥梁

奉化与台湾有着特殊的历史渊源，地缘相

近、人缘相亲、习俗相同、经济相融。近年来，随

着两岸基层民众交流的日趋频繁，涉台婚姻不断

增多。涉台婚姻家庭和谐是海峡两岸基层民众

和谐的重要基础，涉台婚姻中的婆媳关系牵涉到

大陆与台湾两地，正确处理好婆媳关系也是两岸

关系和平发展的重要基础。自 2011 年起，奉化妇

联联合奉化台办、台湾高雄市妇女会，协助奉化

市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等单位成功举办

八届海峡两岸“婆媳文化节”。“婆媳文化节”以

评选典型婆媳关系案例、开展婆媳互动、举办婆

媳论坛等形式，架起两岸婆媳核心价值观培育的

桥梁。首届“婆媳文化节”的“十佳婆媳”评选活

动曾吸引两岸 5000 多对婆媳报名参与评选。自

2014 年以来，连续五届“婆媳文化节”主要是组织

两岸婆媳代表以“一家两岸，两岸一家亲”为主

题，以“家风”切题，畅谈和谐婆媳经，探讨“小家

庭里的大家风”。奉化妇联还以“家和万事兴、婆

媳一家亲、写一封家书、传一份真情”为主题，向

海内外婆媳开展 800 字以内的传统家书、300 字

以内的微家书有奖征集活动。这一“最美婆媳家

书”活动，得到了海内外众多家庭的积极响应，共

收到来自台湾、浙江、山东、湖北等地的家书 1200

余封。相距千里之遥的两岸家书透出一幕幕婆

媳间和美生活、互敬互爱的画面。2016 年 7 月，

奉化妇联在奉化林家村———“天下第一桃园”里

举办了一场别出心裁的婆媳活动，来自海峡两岸

的 32 位获奖最美婆媳汇聚桃园，诵读家书。2018

年以“一诗·一家·一生情”为主题，以反映“婆

媳情”的原创诗歌征集为载体，海峡两岸 100 多

对婆媳相聚一堂，共念和谐婆媳经、共话两岸婆

媳情。两岸婆媳通过讲述双方心中凝聚的那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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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情，诠释了婆媳关系意蕴，进一步加强了两岸

基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交流。

八届“海峡两岸婆媳文化节”活动在海内外

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在台湾岛内的影响更

大。“婆媳文化节”使海峡两岸婆媳以及各类妇

女群体感受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

扬，以及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吸引和促进

了海峡两岸基层妇女的交往和交流。

( 三) 注重“联心”，破解流动妇女核心价值观

培育中的难题

奉化妇联通过实地走访奉化 20 多家非公企

业，对 246 名在职流动人员女职工和 165 名下岗

待岗流动女性开展有关心理问题的问卷调查，发

现有 50%左右的流动妇女在心理上有消极悲观、

焦虑不安等不良情绪。因心情烦躁、心理困惑而

引发工作失误、家庭婚变的有 20%。为了缓解这

些流动女性的压力，提高她们在激烈竞争中的应

对能力和调节能力，预防心理障碍和心理疾病的

发生，奉化妇联全面启动了“舒缓心情，做快乐女

人”系列活动，破解流动妇女核心价值观培育中

的难题。

一是建立女性心情舒缓中心。奉化妇联将

宁波大盛时装有限公司作为试点单位，由公司腾

出三间约 45 平方米的办公室，投入 5 万余元，配

备了专用视听工具和专业图书，并按规范装修布

置，开辟了宁波市第一个正规的心理咨询室———

女性心情舒缓中心。中心内设置了“音乐角”“阅

览厅”“谈心屋”“宣泄室”，致力于倾听女性的情

绪宣泄，安抚女性的困惑心灵，为女职工提供一

个排遣压力、放松心情的场所。

二是 开 通“18957853838”女 工 心 情 舒 缓 热

线。2009 年，奉化妇联开通了宁波市首条女工心

情舒缓热线，向社会公开招募了 7 位有爱心、有

责任感、有奉献精神且具备专业心理咨询证书和

丰富理论实践经验的心理咨询专家担任心情舒

缓师，每晚 7 点至 9 点接听心情舒缓热线，每周六

下午 1 点至 3 点在心情舒缓中心值班，为有需要

的女性进行心理疏导，减轻她们工作、生活上的

压力; 帮助思想不稳定的女性消除不满情绪，端

正她们的思想。目前已有千余位流动妇女通过

热线或当面咨询得到帮助。奉化妇联通过对女

性心情舒缓中心来访、来电案例的分析发现，许

多流动妇女主要存在子女教育、家庭关系、情感

纠纷、社会人际等方面的心理困惑，因此与宁波

大学女子学院共同举办了奉化婚姻家庭咨询师

培训班，以便咨询师有针对性地对奉化流动妇女

开展有关家庭关系处理、亲子教育、女性自身情

感管理与控制、社会文明礼仪等方面的指导。

三是设立兰馨服务中心。奉化妇联于 2014

年设立兰馨公益服务中心，招募不同类型的志愿

者 457 名，面向广大妇女群体不同需求组建功能

多样化的爱心公益团队，项目化推进公益活动，

并以“打造 24 小时妇联”为目标，探索“全天候、

全方位、全覆盖”地做好服务流动妇女的工作。

截至目前，平台已经入住兰馨亲子阅读营、“奉城

馨语”主播团、滴水公益、锋之社、巾帼创业创新

联谊会、兰馨公益服务队、女法官工作室等 12 个

志愿队伍，设立线下“奉化女性粉丝实践基地”13

个; 组织开展活动 298 次，包括流动妇女在内的

受益妇女儿童 10 万余人。近年来，奉化妇联还

通过线上宣传、线下推进，开展“兰馨关爱基金”

募捐活动，累计募集资金 387833 元; 举办“亚德

客集团牵手留守儿童关爱活动”，组织心理咨询

师为 51 位莼湖镇流动妇女家庭的留守儿童进行

专项心理咨询①。

综上所述，奉化妇联拓宽工作渠道，创新工

作手段，以“联网”“联姻”“联心”的方式，着力于

服务流动妇女，维护流动妇女权益，破解流动妇

女难题，把党和政府的关怀、妇联“娘家人”的温

暖送到流动妇女心中，在培育引导流动妇女的核

心价值观方面发挥了积极有效的作用，为各地的

基层妇联组织提供了现实借鉴。

一是促进了流动妇女的社会融入。流动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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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在融入城市社会和生活的过程中大多处于极

其被动的地位，如少数民族妇女的内源式发展和

政治参与度存在族际差距、地域差距、城乡差距、

阶层差距和性别差距的多维度差距［5］。为弥补

这些差距，奉化民族妇女之家给在奉化的少数民

族妇女搭建了学习、交流、沟通的平台，培育她们

性别平等、社会参与、减贫发展、技能提高等价值

理念，较好地促进了这些少数民族妇女自我意

识、自我期待、自我效能感的提升，使她们能够更

好地在职业岗位、家庭角色、社会环境等方面发

挥积极有效的作用。众所周知，流动妇女真正融

入异地，最重要的标志是其价值观念、生活方式

的内化，进而在心理上产生认同感，在情感上找

到归宿。心理学家柯尔伯格在研究中发现，由于

相互理解不够和没有互相参与的意识，处于较低

社会阶层的人较难与掌握道德秩序的人士协调

一致。因此，奉化妇联通过建立女性心情舒缓中

心、“18957853838”女工心情舒缓热线和设立兰

馨服务中心等方式，充分调动绝大多数流动妇女

的主观能动性，使其在思想、价值观、道德意识上

努力克服自我封闭性，积极融入社会，不断提升

在异地社会生活中的角色地位。

二是维护流动妇女合法权益。当前大多数

流动妇女来自于经济社会较为落后的农村地区，

在城镇务工中面临着职业、生活方式、社会交往

关系等一系列的转变和适应。在推进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与法治一体化的建设中，奉化妇联在

力邦社区建立女子维权站，引导流动妇女参与权

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社会公平保障体

系建设，在培育流动妇女核心价值观中依法化解

她们在就业、医疗、交通、生产安全、教育卫生、社

会保障等领域的矛盾纠纷; 在流动妇女群体中积

极宣传男女平等基本国策，营造良好的社会氛

围，提高了流动妇女的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能

力，较好地维护了流动妇女的合法权益，较好地

解决了流动务工人员聚居所带来的诸多问题，促

进了社会的和谐稳定。

三是引导流动妇女价值选择。改革开放以

来，随着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

出现多元化的转变，流动妇女身临其境地接受异

地多元思想多元文化的碰撞与洗礼，价值观也呈

现出复杂性与多元化，甚至出现价值目标模糊、

价值认知偏差、价值信念缺失等问题［6］。同时由

于市场经济趋利性的渗透，流动妇女在价值观的

选择上也受到消极负面的价值观冲击。奉化妇

联通过组织举办“海峡两岸( 奉台) 婆媳文化节”，

既构建了“尊重、理解、包容”的和谐新婆媳文化，

让“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团

结友善、民主文明”的和谐之风吹遍海峡两岸，又

传承和弘扬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通过构建

流动妇女网格责任区，吸收流动妇女中的骨干代

表加入价值观培育团队，激发这些骨干的主体

性，使其之间协助开展流动妇女群体的人生观、

价值观培育，扩大主流价值观念的影响力，引导

流动妇女正确面对多元态势和多元文化的挑战、

经济利益的诱惑。

三、妇联组织培育流动妇女核心价值观的路

径思考

妇联组织培育流动妇女的核心价值观，须在

流动妇女的素质能力提升、矛盾纠纷化解、内生

动力激发等方面多努力。

( 一) 依托社会资源，提升流动妇女的素质

能力

妇联组织自身几乎没有可支配的有形资源，

但有整合社会资源的优势。奉化妇联组织正是

通过依托社会资源，借助各方力量，延伸工作手

臂等，来提升流动妇女的素质能力，增强妇联组

织自身的感召力、辐射力、影响力和凝聚力。

一是依托“工会”组织督促企业构建教育培

训体系，减少流动妇女异地就业的盲目性; 要求

企业公正平等地对待流动妇女，为她们提供良好

的职业发展空间，使其形成长远的职业发展规

划，提高敬业爱岗的职业素养，更好地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是针对流动务工女性年龄小、文化低、法

律意识淡薄等特点，依托职业技术学校、司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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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援助中心等优势资源，开展关爱女工进村、

进社区、进企业行动，体现真切的人文关怀，为她

们提升综合素质创造条件，让她们展现出自尊、

自信、自立、自强的精神面貌，并使她们更多地知

晓自身所拥有的权利及保护自身权益的途径。

三是依托社区学校、业余党校等阵地，对流

动妇女开展多种多样的教育课程，开设内容灵活

多样，符合社会发展需要，以科学文化知识、劳动

技能、生活常识为主，同时围绕核心价值观培育

这一主题开展政治理论、爱国情怀、道德修养、法

律法规等内容的系列讲座，从文化水平、法制观

念和精神素质等方面加深流动妇女对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理解，为增强教育的穿透力，采取

寓教于乐的方式，努力做到抽象的内容具体化、

枯燥的理论生动化，便于流动妇女认同并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二) 构建维权网络，化解流动妇女的矛盾

纠纷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人安身立命的价值归

宿［7］。近年来流动人口群体出现从个人流动到

家庭迁移的巨变，由此产生的流动妇女家庭矛盾

纠纷增多，为流动妇女构建体现公平正义的维权

网络成为迫切需要。

一是在构建调解网络中化解流动妇女家庭

矛盾纠纷，促进流动妇女家庭和谐。各镇街道妇

联组织建立健全以“化解邻里纠纷、调解家庭矛

盾、维护妇女权益”为宗旨的村、社区妇女维权

站，在促进本地妇女维权的同时方便流动妇女在

最近网点找到组织，反应诉求，化解矛盾。

二是运用公益性社会组织构建流动妇女权

益维护的网络。如奉化妇联充分运用“女法官工

作室”“正雅律师事务所”“婚姻调解所”等公益

性社会组织，为流动妇女及时解决困难，成功调

解家庭纠纷。奉化妇联的做法值得借鉴，培育流

动妇女 的 核 心 价 值 观 需 要 这 些 社 会 组 织 共 同

参与。

三是在加强“妇女儿童之家”建设中为流动

妇女提供综合维权服务。如普及法律法规政策，

引导流动妇女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经常了解

流动妇女维权意愿和诉求，为她们提供心理调

适、情绪疏导、法律援助等方面的咨询与服务; 同

时做好预防和制止流动妇女家庭暴力工作，让

“妇女儿童之家”成为畅通流动妇女诉求，化解流

动妇女矛盾纠纷的温馨“娘家”，在培育流动妇女

核心价值观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 三) 开展各项活动，激发流动妇女的内生

动力

在人生旅途中，曾经参加过的温情活动会让

人难以忘怀。如上所述，奉化妇联正是通过开展

温情的、诠释婆媳文化内涵的、能引起情感共鸣

的活动，激发两岸婆媳践行核心价值观的内生动

力。在培育流动妇女践行核心价值观中还须注

重以下几方面活动的开展。

一是在开展荣誉评选活动中推出流动妇女

模范。妇联组织引导流动妇女积极参与各级荣

誉评选活动，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

践行; 流动妇女通过这类活动的参与，可提升主

体地位，激发内生动力。如通过在流动妇女群体

中评选“好媳妇”“好婆婆”等孝老爱亲、尊老爱幼

模范，让流动妇女从榜样身上汲取精神能量，做

到敬老、教子、相夫、善邻，以良好家风引领流动

妇女群体的文明新风［8］。

二是在开展基层普法活动中促进流动妇女

的道德养成。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

法律。妇联组织通过大力宣传男女平等基本国

策，以及《劳动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就业促进

法》里面有关男女平等就业的法律条款，一方面

促使基层用人单位在招聘人才时充分体现公平

公正，消除性别歧视，形成有利于培育和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活情景和社会氛围; 另一

方面使流动妇女内心诚服，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

三是在组织巾帼志愿服务活动中弘扬美德。

志愿服务是美好的道德行为和重要的道德实践，

是培育助人为乐、团结友善文明风尚的有效途

径［9］。妇联组织在推进巾帼志愿服务活动中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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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流动妇女参与，让流动妇女在关爱邻里中崇尚

友善，在服务社会中承担责任，努力实现核心价

值理念与她们实际生活环境的无缝对接，激励流

动妇女自觉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

化于行。

总而言之，妇联组织可通过社会资源的整

合、维权网络的构建、各类活动的开展，来提高流

动妇女的素质能力，化解流动妇女的矛盾和纠

纷，激发流动妇女的内生动力，并最终形成培育

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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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search on the Women's Federation's Cultivation of the Core
Values of Migrant Women: A Case Study of Fenghua，Zhejia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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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Party School of Ningbo Fenghua District Committee of CPC，Ningbo 315500，China;

2．Ningbo Fenghua Broadcasting and TV Center，Ningbo 315000，China)

Abstract: Women's Federation is highlighted for its dual roles in role positioning． It has the advantages of ex-

panding fields and integrating resources and plays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cultivating the core values of

migrant women． Zhejiang Fenghua Women's Federation focuses on“network construction”，“marriage encour-

agement”and“heart － felt caring”and innovates the way to cultivate the core values of migrant women．

Women's Federation to foster the core values of migrant women needs to rely on social resources to enhance the

quality of migrant women，build a rights－protection network to resolve contradictions and disputes among mi-

grant women，and carry out various activities to stimulate the endogenous motivation of migrant women．

Key words: Women's Federation; migrant women; core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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