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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吸引年轻人加入“银发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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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市一家医养结合
机构做了 4 年治疗师

后 ，90 后河北女孩李阿花决定
转行 ， 告别自己服务了好几年
的老人 ， 离开自己热爱的康复
专业 。

另一边，山东女孩张欣因无
法帮失去自理能力的母亲找到
一家价位适中、有专业医护团队
的养老机构而自责不已。

两个颇为无奈的年轻人背
后，折射出一个日渐凸显的社会
问题：传统居家养老模式受到家
庭规模小型化、 文化多元化、家
庭养老负担加重等因素的冲击，
功能被逐渐削弱，但养老服务的
社会化供给程度并未达到大众
预期 ，特别是对一些失能 、半失
能老年人的护理照料满足不了
需求。

为积极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
程度进一步加深的现实状况，《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
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十四五”期
间，要大力发展普惠型养老服务，
支持家庭承担养老功能， 构建居
家社区机构相协调、 医养康养相
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

要让政策更好地落地实施 ，
必须先打破养老行业人才壁垒。
如何吸引更多年轻人加入“银发
产业”成为当务之急。

养老护理人才缺口巨大

张欣一家的平静生活在母
亲突发脑溢血丧失自理能力后
变得忙乱。

在老家经营果园的父亲把
果园承包出去，全职照料起了妻
子。 张欣则放弃了原本要去外省
工作的想法，定居济南市，利用
假期“来回跑”。 没多久，张欣的
父亲也生病了，这让她身上的担
子骤增。

她把父母接到济南市住院，
同时，又找来老家的一位叔叔做
看护。 但依靠亲戚朋友始终不是
办法，医生也表达了“母亲最好
转介康复机构”的建议，张欣只
能四处托人，打听当地的一些养
老机构。

反馈回来的信息不算理
想———大多数机构不愿接收像
张欣母亲这样没有自理能力的
老人，少量愿意接收的，收费又
远在她的承受能力之外。

万般无奈下，张欣将母亲送
到老家的一所养老院。

“院里住着 20 多位老人，只
有一个主治医生，三个年龄在 40
岁以上的女看护，偶尔还有个有
点残疾的小伙子做帮工。 ”张欣
说，原本她就觉得这家养老院人
手太少， 但就在母亲入住期间，
还有一个看护以“活儿太累，自
己年龄大了干不了”为由辞职。

这导致张欣母亲的看护状
况变得更加糟糕，看护们一旦忙
起来，就会把这位“不能说话不
能动”的老人忘掉，“喂饭不在点

上，身上的褥疮也没有断过”。
张欣一家的遭遇并非个案。

全国老龄办、民政部、财政部开
展的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
活状况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我国
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大致为 4063
万人。然而，《2018 中国民政统计
年鉴》的数据显示，我国鉴定合
格的养老护理员只有 44102 人。
国内养老服务行业正在面临全
线“用人荒”，年轻护理人才更是
奇缺。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
究院公布的一项报告显示，即便
按照一般口径的 1:3 完全失能人
口照护比来看，我国养老护理人
才的缺口规模也已达到 500 万
人之巨，其余各类相关的专业化
服务人才也同样缺乏。 养老行业
对大学生等高素质劳动力的吸
引力明显不足。

留住年轻人
不能只靠理想情怀

养老服务行业由于需求快
速增长，被视作朝阳产业。 但这
样一个极具发展潜力的行业，不
仅不在年轻人心仪的就业范畴
内，还有大量年轻人在入行后产
生“离开”的念头。

在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滨
湖世纪社区老年人托养中心担
任护理员的袁春云护理学“科班
出身”，做过 11 年护士，进入养
老行业 4 年，是整个机构里最年
轻的护理员，日常需要和 3 名同
事负责 11 位老人的托养、 康复
理疗、居家护理工作。

11 位老人中， 有独居老人、
偏瘫老人，还有患有阿尔茨海默
病、 表现出认知障碍的老人，年
龄最大的一位已经 92 岁。 这就
需要护理员付出更多爱心、细心
和责任心，要观察每一位老人的
举动，通过聊天、鼓励，关注老人
的精神需求和心理变化，就像管
理一个“老年幼儿园”一样。

这让袁春云的“生物钟”比
其他人早了好几个钟头。 早上 5
点半到岗后，她要准时喊老人起
床，把牙膏挤好，带他们去洗浴
间洗漱，带老人分餐，喂饭。 之
后，再给老人监测血氧、血压，并
为患有高血压、脑梗等疾病的老
人分药、服药。 对于有吞咽困难
的老人，必须要将药片磨碎。 接
着，她还要带老人做手工、手指
操、看电视、康复运动直到午饭。

下午 2 点多，午休的老人起
床了，护理员得第一时间帮他们
洗漱，清理大小便，消毒房间，整
理床单。

到了夜班，还得每两小时巡
房一次，督促、帮助老人大小便，
观察老人的呼吸脉搏情况，看看
老人有没有蹬被子，空调温度是
否合适， 老人有没有乱按遥控
器，排查很多小细节。

工作内容繁杂只是一方面，
有时候护理员还得面对一些委
屈， 因为一些小的差错被老人及

其家人训斥。袁春云坦言，这份工
作有辛苦、有辛酸，而工资拿到手
却只有 4000多元。目前支撑她继
续干下去的可能是一份情怀。“当
你全身心投入进去， 也能享受到
这份职业的乐趣和获得感， 老年
人其实很可爱，你对他好，他也真
心对你好，把你当家人。 ”

然而，一个能够长远健康发
展的行业，不能只靠理想情怀支
撑。 为此，更多年轻人会在踏入
这一行业后选择“抽身而出”。

第三方教育评价机构麦可思
对该行业的“高流失率”问题做的
一次追踪调查显示， 从全国养老
职业教育发展来看， 学生到岗第
一年流失率可能达到 30%， 第二
年 50%，第三年 70%甚至更高。

两大因素阻碍年轻人
进入养老服务行业

从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康复治疗技术专业毕业后，李阿
花一度对能从事本专业的工作
感到兴奋不已。

李阿花希望用自己的技术
帮助更多的人，面对枯燥繁重的
工作，她从没退却过。 有单位、社
区联系其所在机构为老人提供
上门康复服务， 她经常主动报
名。 但每月到手为数不多的工
资，以及医院内部制订的从“初
级治疗士”到“首席治疗师”的职
业发展规划，还是让这个年轻人
时常觉得前途渺茫。

最终，手腕经常屈曲位用力
造成的炎症、疼痛，让李阿花萌
生了转行的想法。 虽然有些愧对
个别治疗才进行到一半的爷爷
奶奶，但她还是在“现实面前低
了头”。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收入
低、工作条件艰苦、工作内容繁
重、易受气受委屈、缺乏上升通
道是年轻人离开养老服务行业
的主要原因。

前不久，上海市养老服务行
业协会开展的专项调查显示，
2020 年度养老护理员税后工资
收入监测值为： 高位数 7735 元/
月、 中位数 4846 元/月、 低位数

2854 元/月、 平均数为 4985 元/
月。 而 2019 年上海技能人才年
平均工资达 12.79 万元， 相比之
下，养老护理员的收入着实有点
儿低。 这是导致该行业难以吸引
年轻人的重要因素之一。

职业上升路径不明晰是养
老服务行业另一个难以突破的
“瓶颈”。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健康学
院院长杨蕾认为，首先，我国老
年护理员职业资格证的专业性
不足。 在日本，养老护理员可以
考一、二、三级监护证，这个证书
非常专业，在全世界都能得到认
可。 相比而言，我国的老年护理
员证书考试专业化水平不高，很
多内容都是从护士资格证考试
里借鉴的，没有体现养老行业的
特色。

其次，职称体系不完善也制
约了毕业生的发展，他们难以凭
借养老护理资格证考取事业单
位编制， 也就没有职称爬升路
径。 尽管民营机构占据了养老行
业的大半壁江山，但编制是行业
的“风向标”，会影响到从业人员
的收入、晋升渠道和社会认可度
等方方面面。

人才匮乏将长期制约行业的
发展， 使大多数社会养老机构处
于一个尴尬的境况中———老人们
只要在自己家里还能维持， 就不
愿意去养老机构； 而真正对养老
机构有需求的失能、 半失能老人
又会因养老机构专业人才缺乏，
只能提供一般的生活照料、 不能
满足自己康复护理的需求而将其
排除在外。 供需不匹配影响着养
老机构的经营运转， 导致服务经
费不足、设施不完善、机构养老作
用有限， 老龄化社会低水平运行
等诸多问题， 让本想从事养老服
务行业的年轻人望而却步， 使得
整个行业陷入恶性循环。

让年轻人看到
上升空间和行业希望

尽管养老服务行业的发展
面临诸多困难，但各地一些建设
性的想法、开创性的做法开始陆

续出现。
目前， 我国有 200 多所院校

开设了养老服务与管理专业，逐
步构建了从技工院校、 中职学
校、高职学校到本科学校立体化
的专业教育体系。 2020 年，全国
首个独立设置的养老服务管理
本科专业在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获批，首批招收 33 名学生。 在这
里，学生将接受全周期的产学研
实践教育，将课堂从教室扩展至
企业、养老院和社区。

近年来，相关政府部门通过
提升待遇、加强培训、举办职业
技能大赛等方式，为养老服务行
业留住高学历、高素质人才。

2020 年，北京市民政局等多
部门联合出台了《北京市养老服
务人才培养培训实施办法》，共
18 条内容，其中首次将岗位补贴
与护理员职业技能等级挂钩，设
立养老护理岗位奖励津贴，按照
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技师、
高级技师分别给予每人每月 500
元 、800 元 、1000 元 、1200 元 、
1500 元的岗位奖励津贴。

为了引导更多生力军加入
养老服务行业，该《办法》还设立
毕业生入职奖励，按照本科及以
上 6 万元、专科（高职）5 万元、中
职 4 万元的标准，分三年发放入
职奖励。

前不久，安徽省民政厅联合
多部门印发了《关于开展养老服
务从业人员培训培养基地遴选
工作的通知》， 明确在省内遴选
10 所养老服务专业人才省级培
养基地，遴选 5 所养老护理员省
级实训基地，加大养老服务复合
型专业人才培养培育力度。

除了政府部门的引导，更令人
感到欣喜的是，一些从业者正在主
动寻找破解人才问题的方法。

“高质量的医养结合服务离
不开高水平的医疗康复及护理人
才队伍。 ”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第
三人民医院（相城区渭塘镇卫生
院）副院长马庆华说，目前，基层
社区卫生机构通过提供基本医
疗、健康管理等服务，保障了辖区
内养老机构的运行。 但从长远来
看，基层卫生人才资源薄弱，收入
水平较低， 尤其缺乏专业的老年
医学知识。他建议，卫健等相关部
门可以设立养老医学专项基金，
奖励基层卫生人才尤其是青年人
才加入医养结合服务中去， 还要
多创造一些培训学习的机会，帮
助基层医疗机构培养出更多老年
医学综合性人才。

“帮助今天的老年人，就是
帮助明天的自己”逐渐成为当代
青年的共识。 一种年轻人先帮助
老人，并将这些志愿服务时间存
到“时间银行”里，等到自己年老
后再“取出来”的新型养老模式
也在多地落地生根，形成全社会
参与的养老“新循环”。

但养老服务行业要彻底解
决招人难、留人难等问题，还有
很长一段路要走。

（据《中国青年报》，有删减）

上海市松江区的国药康养泗泾照护中心养护院里， 工作人员精
心照顾长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