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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服务人才培养需要新动力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5 月 29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
署进一步促进社区养老和家政
服务业加快发展的措施，决定对
养老、托幼、家政等社区家庭服
务业加大税费优惠政策支持。

这一举措是对养老服务机
构的巨大助力，为养老服务机构
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生存空间。
但养老服务机构依然面临一个
迫在眉睫的难题———谁来提供
养老服务？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
究院发布的《2017 年中国养老服
务人才培养情况报告》 显示，全
国失能、 半失能老人约有 4063
万，若按照国际上失能老人与护
理员 3∶1 的配置标准推算， 我国
至少需要 1300 万护理员。 而目
前各类养老服务设施服务人员
不足 50 万人， 持证人员不足 2
万人，全国养老服务人才需求缺
口巨大。

“培训机构、大学职业教育
能不能往养老领域输入大量的
人才实际上是关系到整个养老
产业能不能往前走的问题。 ”北
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常
务副院长高华俊强调。

养老服务人才的培养需要
新思路新动力。 5 月 30 日，“新动
力“中国养老服务人才培养公益
主题论坛在京举行，来自社会组
织、研究机构、养老机构等的嘉
宾就此进行了研讨。

高职、高专是绝对主体

5月 30日，“新动力” 中国养
老服务人才培养公益主题论坛在
京举行，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
研究院发布了《2019 中国大学生
养老服务就业意愿调查报告》。

报告显示，女性是我国养老
服务相关专业大学生的主要性
别构成，占比超 75%。 而高职、高
专等职业化教育是我国养老服
务高等教育的绝对主体，占比近
90%。 在这其中老年服务与管理、
康复治疗、护理等是目前养老服
务高等教育主要相关专业。

目前年收入 8 万元以下的
中低收入家庭是养老服务相关
专业大学生的主要家庭背景，其

中农村户籍学生占养老服务相
关专业学生占比超过三分之二。

“这份调查与几年前相比体
现了很多积极的变化，比如有超
过 7 成的大学生考虑到养老行
业发展的前景而选择就业。 同时
家庭支持的比例也有令人欣喜
的变化，至少有过半家庭持中立
或支持的态度。 有超过 7 成的养
老服务相关专业大学生表态愿
意从事养老服务工作，但这也取
决于学校的教学以及实习机会
的提供。 ”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
院养老研究中心成绯绯表示。

报告显示，健康管理、康复
护理、 行政管理是我国大学生
愿意从事的养老服务工作前三
大类型， 偏向专业化。 而 3001
元-7000 元是超七成我国大学
生期待的养老服务工作税前薪
资水平。

学生培养规模极为不足

尽管受调查的大学生显示
出积极的变化，但实际上，问题
依然十分严重。 按照目前的养老
服务人才培养层次和规模，我国
难以满足越来越庞大的老年人
口，特别是高龄、失能人群的护
理服务需求。

报告显示，我国养老服务类
相关专业教育仍然集中分布在
一些高职和高专院校之中，而普
通本科和研究生及以上的学历
教育层次非常稀少。

以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开
设院校最多的养老服务类专业）
为例， 在教育部公布的数据中，
全国目前共有 181 所院校开设，
几乎全部都是高职或高专院校，
而且这些院校大多都在 2015 年
之后才设立该专业。

“这些学校面临的共同难题
就是招生困难。 按照 1000 多万
的需求， 需要上百年的时间培
养，才能满足现在老年人服务的
需求。 ”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
工商管理系主任王建民表示。

不仅如此，报告显示，越临
近毕业，养老服务相关专业的大
学生从事本行业工作的意愿越
小，随着升入高年级，大学生创
业的意愿则持续降低。 这是养老

服务专业人才培养所要面临的
重大挑战。

实施 1+X 证书制度

在现有条件下，如何才能够
扩大养老服务人才培养规模，让
更多人投入养老服务业呢？

“‘职教 20 条’的改革已经
注意到养老服务业发展的迫切
需要， 一是明确提出要在学前、
护理、养老服务、健康服务、现代
服务业等领域打通中高职衔接，
扩大招生规模，从培养人才数量
上加大供给。 另一个即是最具亮
点的‘1+X’试点，即学历证书+
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旨
在让职业院校学生在获得学历
证书的同时，积极取得多类职业
技能等级证书，符合并满足行业
用人需求、企业用人条件，从人
才培养的质量上进行提升。 ”中
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副
会长张明亮在论坛上表示，中国
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作为
首批老年护理 1+X 培训评价组
织试点单位，已经开始在国内相
关院校启动探索。

张明亮提到的“职教 20 条”
是指 2019 年初发布的《国家职
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 方案提
出要启动 1+X 证书制度试点
工作， 鼓励职业院校学生在获
得学历证书的同时， 积极取得
多类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拓展
就业创业本领， 缓解结构性就
业矛盾。

5 月 29 日至 30 日，全国 1+
X 证书制度试点工作培训会在
江苏省常州市举办。 在培训会
上，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
司副司长谢俐提出，各院校要做
好职业技能等级标准与有关专
业教学标准的衔接，优化课程设
置，将培训内容及考核要求有机
融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
体系， 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畅
通技术技能人才成长通道，拓展
就业创业本领。

1+X 证书制度的实施，意味
着非养老服务相关专业的学生
也可以通过获取养老服务领域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成为养老服
务人才。

社会力量带来新动力

怎样才能让更多学生了解并
愿意学习养老服务知识技能并
从事养老服务工作呢？ 企业、社
会组织等社会力量的参与为养
老服务人才培养带来了新动力。

在摩根大通的资助下，2015
年，慈爱嘉养老服务指导中心实
施了新动力中国养老护理人才
公益培训项目。

“当时养老服务发展并未像如
今这样广泛关注，养老两个字刚刚
成为社会热点。但养老服务人才供
给却已经是长期存在的社会问题，
如果一个年轻人将养老作为自己
的首要职业选择， 这是非常少见
的。 ”慈爱嘉养老服务指导中心新
动力项目组负责人刁文表示。

刁文表示：“让非优势大学
生通过宣讲和培训最终能够选
择进入养老服务行业，解决自身
就业发展困境的同时，满足中国
老龄化人才供给严重缺乏的矛
盾。 这是新动力中国养老护理人
才公益培训项目发起的初心。 ”

新动力核心培训内容涉及
养老服务行业发展、为老服务沟
通、居家康复护理知识、认知障
碍认知、康复体育、中医基础技
能、 社区活动等 10 余项市场急
需的内容模块。

带着这些宣讲与培训内容
组合，项目组走进多所高校（其
中很多并不是养老服务专业）。

据刁文介绍，截至目前，已有 844
名非优势大学生参加了 2-3 天
的新动力项目主题培训， 有 768
名学生进入养老服务相关单位
实习，共计有 610 余名学生最终
通过双向选择进入养老服务行
业就业，成为行业发展新动力。

“我的老家在甘肃一个不太发
达的地区，我肯定无法在那里实现
自己的追求，可对于自己所学的养
老服务，我实在又无法鼓足勇气选
择进入。 就在这时，学校请来了新
动力项目组。 ”小武对当时所参与
的宣讲和课程内容早已记不清，但
她清楚地记得项目组老师对养老
服务发展的全景描述， 激发了她
试一试的决心。从 2015年至今，小
武从照护员、培训助理一路成长为
社区养老服务驿站站长。

项目受益学生专业分布涉
及老年服务与管理、运动人体科
学、运动康复、护理、中医、家政、
社工等十余项。“部分高校已经
将新动力项目培训的内容和课
程，作为了学分，纳入了学校整
体教学计划，这个是我们非常期
待看见的结果。 ”摩根大通环球
慈善亚太区总监徐丹表示。

“我相信，只要我们一起努
力， 紧紧抓住职业教育改革这
样一个历史性的机遇， 不遗余
力把这项工作推向前进， 就能
够培养和造就更多的养老服务
人才， 为创造广大老年人幸福
美好的生活 ， 做出更大的贡
献！ ”张明亮表示。

5 月 30 日，“新动力“中国养老服务人才培养公益主题论坛在京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