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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口将达到千万人

国内养老服务人才面临多重困境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老年人

口统计数据显示，2017 年末，我
国 60 周岁及以上人口 24090 万
人， 占总人口的 17.3%， 其中 65
周岁及以上人口 15831 万人，占
总人口的 11.4%。 当前，随着我国
社会老龄化、 城镇化的不断发
展，全国老年人口正以年均千万
人的规模快速增长，养老与家庭
服务社会需求日益旺盛。

然而，当前我国的养老服务
业人才培养不足、行业缺乏高素
质专业人才，已严重制约我国养
老服务行业的发展。 有数据显
示，未来养老专业技能人才缺口
将达到千万人，对高素质、高技
能养老人员的需求日益增加。 因
此，尽快补上养老服务业人才缺
口已迫在眉睫。

养老服务人才面临多重困境

家住北京市西城区的郭奶
奶，今年已经有 85 岁了。 她腿脚
不便， 平时都是靠着轮椅出行。
郭奶奶的儿子师先生告诉记者，
照顾老人， 里面有很多门道，有
时候真的离不开专业人员的看
护，“但对我来说，最棘手的问题
在于很难为老人找到合适的专
业护理人员”。

师先生的烦恼，代表了很多
家庭的心声。 对众多老年人尤其
是失能失智老年人来说，有了专
业人员的养护，他们的生活质量
必然有所提升，其亲属的负担也
能得到显著减轻。 然而，记者采
访发现， 除了人才缺口较大以
外，养老服务业人才队伍建设还
面临多重困境。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老年服
务与管理专业的大二学生柳毅，
日前代表学校参加了在北京社
会管理职业学院举行的 2018 年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养老服
务技能赛项”的比赛。 这位腼腆

的男孩告诉记者，自己十分喜欢
所选择的专业，下半年还要通过
学校去澳大利亚的学校交换，学
习更为先进的技术与知识，“我
希望将来有一天可以去做养老
服务方面的教育培训，为社会提
供更多专业人才”。

然而，踌躇满志的柳毅只是
此类专业的“少数派”。 实际上，
更多此类专业的学生由于各种
现实压力，毕业后往往会选择从
事金融、 互联网等行业的工作。
“我们这行业目前所能拿到的平
均薪酬偏低， 而且工作强度很
高，再加上和老人打交道也需要
更多耐心，我有好多同学最终都
没有在这条路坚持下来。 ”柳毅
无奈地说。

除此之外，北京社会管理职
业学院党委书记、院长邹文开指
出：“对养老服务业人才来说，还
面临一大难题是学历普遍较低。
但由于我国目前的职业教育体
系只达到本科。 导致很多人才无
法进一步去深造，也无法学到更
好的技术，无形中也就束缚了他
们未来的发展空间，很多人被迫
选择流向待遇更好、更能发挥价
值的行业。 ”

专业人才供不应求

记者随机查阅几家北京的
养老院招聘信息发现，对于普通
护士的招聘要求多为：中专及以
上工作学历、 有护士资格证书、
尊老爱老、有良好的语言表达与
沟通能力……然而在月薪待遇
方面，多为 3000 元至 4000 元。

有专家表示，由于目前我国
养老与家庭服务人才补贴政策
还不完善，相应工资标准也有待
提高，这造成更多的养老服务业
人才转去其他“来钱快”的行业。

“近年来，我和我的团队主
要负责为一线护理人员以及采

用‘居家养老’模式的老人家属
提供养护老人的最佳方案。 ”北
京长者友善商贸服务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高勇对此却有着不同
看法，“事实上，好的护工在市场
上供不应求，薪资也远远高于平
均水平。 无论从事哪种行业，人
才都应该‘真金不怕火炼’。 ”

“以北京为例，我们调研发
现，很多真正需要养老服务的家
庭，其家庭收入普遍较高，对护
理人员自然有着更高的要求。 因
此，对护理人员来说，首先要找
准定位。 其次，有多大本事，就拿
多大薪水。 要时刻想着提升自己
的业务能力， 只有你能力上去
了，才更容易实现自己的价值。 ”
高勇说。

在北京一福寿山福海养老
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一福寿山
福海”），记者翻开这里的《服务
员 24 小时工作流程》，上面这样
写着：

16时 30分， 晚餐前准备，清
点老人在位情况，协助排便，酌情
更换卫生用品，洗手，协助老人到
餐桌就座，做好安全防护措施。

17 时，进餐护理，根据老人
的需要酌情切碎食品、 喂食，餐
中巡视。

17时 30分， 老人进餐结束，
餐后整理、巡视，收拾、清洗餐具。

……
一福寿山福海副院长李丹

丹向记者介绍， 目前全院有 162
名老人在此养老，一线护理人员
有 41 名，“随着入住老人的增
多，我们也持续加大招聘一线护
理人员的力度。 但有时候前来应
聘的人员不符合要求，而且我院
对不能胜任工作的人坚决不予
录用，目前维持老人和护工的比
例为 4：1。 ”

“比如每天我们都要随时更
新入住老人的身体健康情况。 下
班前，也会专门填写一份情况单，

注明需要重点关注的老人以及要
采取的养护措施。而不可否认的，
由于护理人员普遍文化层次偏
低，心理承受能力也差，因此，护
理人员流动性相对比较大的问题
一直困扰我们。 ”李丹丹说。

人才培养尚需多方发力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积极
应对人口老龄化， 构建养老、孝
老、 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
推进医养结合，加快老龄事业和
产业发展。 这为老龄事业和产业
发展描绘了蓝图。

与此同时，养老服务质量要
求也逐步提高。 2017 年 8 月 24
日，民政部等部门印发《关于印
发〈养老服务标准体系建设指
南〉 的通知》， 从老年人自理能
力、养老服务形式、服务、管理等
四个维度，确定养老服务标准体
系，养老服务标准陆续出台。

有专家表示，尽管一系列国
家政策的相继出台，为保障老年
人权益作出了顶层设计和细致
部署。 但从长远来看，必须培养
一大批较高层次、热心老年事业
管理、对老年人群充满爱心并愿
意为他们服务的专业人才，以适
应我国快速走向老龄化社会的
需要。

我国需要多少养老服务业
人才？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老
年福祉学院院长杨根来表示，参
照国际上通行的 3:1 标准推算，
按照保守数字估算目前对护理
员的需求在 1200 万人左右，然
而当前养老机构中的养老服务
人员总数与实际需求相去甚远。

同时，现在养老服务业人才
的培养现状也不尽如人意。“由
于各种原因，全国养老服务业相
关专业在校生总数估计仅有数
千人。简直就是杯水车薪。 ”杨根
来说。

邹文开认为，养老服务业人
才的培养，需要政府、社会、学校
等多方共同努力 。“对学校来
说， 首先要做好的就是提高养
老服务业人才的培养质量，从
而造就一大批具备高水平的人
才队伍， 最终能够吸引更多的
学生报考养老服务相关专业。
对政府来说， 也应该出台更多
优惠政策， 对设立养老服务相
关专业的院校予以支持， 比如
减免养老服务专业学生在校期
间学费、 在全社会营造养老服
务业发展的氛围等。 而对社会
来说， 应继续开展养老护理员
职业培训， 精准培养复合型人
才。 同时，进一步畅通基层护理
人员的上升通道，明确其职业前
景，给予相应的工资待遇。 ”

令人欣慰的是，现在许多地
方都已意识到培养养老服务业
人才的重要性，加快了养老服务
业人才培养的步伐。 江西省正在
加快培养养老服务业人才，拟到
2020 年，基本建立以职业教育为
主体，学历教育和职业培训并重
的养老服务业人才培养培训体
系， 培训一万名以上养老护理
员。 福建省则启动逐步引导和鼓
励社会资本参与养老产业，并将
引进台湾、香港等地区先进的养
老服务理念、服务技术和先进人
才，推动养老服务多元化发展。

杨根来建议，要不断加强学
校与养老机构之间的合作，关心
学生的职业发展。“很多用人单
位过于强调必须有实践经验，把
科班出身的大学生和四五十岁
的养老护理员等同使用，发挥不
了他们的专业特长，在某种程度
上也抹杀了他们的积极性。 必须
解决好他们所面对的各类问题，
只要有伯乐和良好的环境，相信
他们中会有不少人能成为养老
服务业的‘千里马’。 ”

（据《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