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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招来来八八名名护护工工
两两天天就就走走光光了了

招工难愁煞养老院

文/片 本报记者 王杰

干护工半年多了
未向亲友提及过

22岁的许万蕾毕业于山东
护理职业学院护理学专业，
2017年10月来到祝甸社区养老
院担任护工。他之前在一家医
院当护士，为了找到更好的职
业发展方向，自己便选择来养
老院工作。除了乐意与老人打
交道，护理学专业毕业的许万
蕾认为，养老产业是一个朝阳
产业，发展前景巨大，“早投身，
能够多积累点经验。”

“技术难度不大，刚上岗几
天就熟悉了。”许万蕾介绍，养
老院护工的工作对于护士出身
的他来说，技术方面并没有多
大挑战。“比如插尿管、胃管，怎
么用搅拌机打饭才更营养，这
些都是我教给其他护工去做。”

祝甸社区养老院实行24小
时轮班制，许万蕾照看着六名
老人，全部是失能、半失能老
人。值班期间，每隔一小时便巡
查一次，随时料理老人的需求。
来到老人旁边，他会习惯性地
掀开老人的被子，检查老人的
被褥是否潮湿、是否大小便、是
否需要喝水进食等等。

“累倒是其次，主要是脏
臭，得先过心理这一关。”许万
蕾坦言，为老人换纸尿裤，清洗
老人到处乱抹的大小便，这些
活儿说起来容易，但真下手干
的时候才知道并不那么轻松。

“刚上班的那几天，遇到老人拉
了，是真不想弄，但看着老人那
么难受，还是硬着头皮做了。”

有时候老人闹情绪又吵又
闹，像小孩子一样，这个时候许
万蕾就得哄着。有的老人健忘，
闹着要回家，经常在养老院内
跑来跑去，许万蕾就在后面跟
着，生怕老人摔倒、走丢。有时
候老人发火，对许万蕾又打又
骂，他也得捺着性子去劝说。

来养老院半年，许万蕾始终
未曾向朋友、家人提及自己的工
作。“如果他们知道了，就会说，
年纪轻轻干这种伺候人的活干
吗？”许万蕾称，目前养老行业发
展缓慢，社会各界对养老院护工
的工作认同感低。“与其招来不
理解和歧视，不如等自己干出一
定成绩后给他们一个惊喜。”

大多都四五十岁
年轻护工留不住

采访中记者发现，由于工
作强度大、社会地位低，再加上
受到“保姆不是体面活”等陈旧

观念影响，养老院内的护工几
乎清一色都是中年以上年龄，
大都在40—60岁，难觅年轻人
的身影。

给老人穿衣、洗漱、擦身、
喂饭……4月20日早8点，与晚
班交接完，郝美媚开始一天的
工作。郝美媚今年40多岁，家在
祝甸社区，走路5分钟就能到养
老院。一年前，祝甸社区养老院
开门营业，郝美媚成功应聘护
工。养老院实行24小时轮班，干
一天休一天，月薪3500元，郝美
媚还算满意，但她也强调“这活
儿，没爱心是坚持不下来的”。

郝美媚一天的护理工作从
给88岁的刘金焕老人穿衣开始。
接着，挨个伺候老人翻身、擦身、
散步、换纸尿裤……一转眼就到
了中午，她又开始给老人们喂
饭，饭后又要拖地；下午得抽空
给老人理发、刮胡子……“一整
天基本上忙个不停，晚上老人们
睡下了，才能休息一会儿。”

在祝甸社区养老院，20多
名护工大都四五十岁了，比例
占到九成以上。为了提高职业
素质，养老院特意组织了专业
培训，护工全都获得了养老护
理员职业资格证。“操作容易，
难的是我们这么大年纪还得记
那么多理论知识。”55岁的护工
刘芬说。

根据《济南市“十三五”养
老服务业发展规划》公布的数
据，截至2017年3月8日，济南市
养老护理员2486人，持有专业
证书上岗的1495人，持证上岗
率为60 . 3%。

济南市养老产业协会相关
负责人表示，目前，济南市养老
护工群体以40多岁、50多岁的
农村进城务工人员为主。“学历
低、年龄大、缺乏专业护理技
能，即使组织专业培训，很多人
也因为笔试不过关而拿不到上
岗资格证。而且，超过50岁的连
参加培训的资格都没有。”

采访中，多家养老院负责
人坦言，护工素质低极大限制
了济南养老产业的发展。“年龄
大、学历低，也没有受过专业护
理培训，服务怎么能好？有的不
体谅老人，甚至当面顶撞老人；
有的还不服从管理，有时候说
他（她）几句，扭头就走了。”

据悉，燕柳老年公寓里有
智能健康设备，老人的血压、心
率数据可以传输到手机APP
上，家属可以随时看到老人的
健康指标，但许多护工不会操
作。养老院负责人表示，“教也
教不会，智能手机都不会用，更
别说操作传输数据了。”

运营多年，济南温心老年
公寓院长关元一直想增加养老
院的护理床位，接收更多失能、
半失能老人。为此，他盘算着招
聘一批护理院校毕业、有专业
护理技能的大学生来养老院做
护工。“但是，因为工作环境、工
作性质、工资待遇等，人家根本
不愿意来。”关元表示，自己也
曾高薪招聘过专业学护理的大
专生，大多工作不到一周便走
人。“他们觉得社会地位低，宁
愿月收入2000元，甚至不要实
习工资，也要到公立医院去工
作。” 本报记者 王杰

随着济南人口老龄化的加
剧，在政策的推动下，近几年济
南市养老行业发展迅速，服务
能力和服务水平也有了显著提
高。截至2017年，全市养老机构
社会养老床位数3 . 63万余张，
每 千 名 老 年 人 拥 有 床 位 数
30 . 25张。其中，社会力量兴办
老年公寓82家，公办机构7家；
建成城市社区老年人日间照
料中心223处、农村幸福院581
处，建立邻里养老互助点300
余处。

然而，行业快速发展的同
时，从业人员的短缺问题也日
益显现，许多社会养老机构面
临着招不到人的困境，使人们
对行业发展的后劲多了一分
担忧。

根据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
的一项研究，至2020年，中国的

半失能老人将达到6852万至
7590万，失能老人达到599万至
674万，养老护工岗位则应达到
657万至731万。据此研究估测，
目前中国的养老护工缺口在
300万至500万人。新增老年护
工的流失率为40%至50%。

如何解决目前民营养老院
护工短缺的现状？对此，山东大
学社会学专家张洪英认为，提
高护工待遇、拓宽招聘渠道都
是有效措施。“政府在购买公益
性岗位的基础上，大规模、高频
率地对养老护工进行免费培
训，能够使整个护工队伍呈现
年轻化和稳定性。”其建议，政
府购买公益性岗位同时，养老
院与卫校签订分配协议，可多
层面使护工群体更受社会关
注，提高其社会地位及收入。

本报记者 王杰

刘芬干护工这行已经4年
了，这期间见到了许多人在养
老院没干多久就走人，尤其是
年轻人。他们对于刘芬这种大
龄护工的吃苦耐劳程度感到
惊讶，刘芬却觉得年轻人没吃
过苦，所以受不了这个罪。“有
的人是怕累，身体熬不住，有
的人是怕脏，看到粪便就干
呕。我总想自己以后老了的情
况，慢慢也就觉得这份工作挺
有意义的。”

来养老的越来越多
找个护工越来越难

对于多数养老院来说，硬
件上的不足可以解决，但最让
他们头疼的是软件——— 护理
人员年龄大、流动快、难招人。
张淑丽是历城区一家养老公
寓的副院长，自该公寓2013年
成立至今，招聘护理人员一直

让她犯难。
“有一次我们招了8个人，

不到半天就走了4个，第二天全
走了。即便有人留下来，但坚持
下去也不是件容易的事。照顾
老人吃喝拉撒非常辛苦，许多
人干得了一时，过段时间找到
更合适的工作，或是家里有什
么事情，就离开了。”张淑丽说。

目前老年公寓入住84位
老人，护工15人。人手紧缺时，
张淑丽不得不亲自顶上。她认
为，留不住人的原因是薪资太
低，“护工年龄一般都在40岁
至60岁之间，上有老下有小，
一个月拿两三千元工资，干着
这样的活儿，确实不高。”但
是，虽明知症结所在，公寓每
月微薄的利润让张淑丽无力
支撑更高的劳动力成本。

除去餐饮费、水电费、护
理员工资、机器维修费等，也
只有靠着政府的补贴，公寓才

勉强盈利。张淑丽认为，目前
通过提高收费来创收并不可
行，最大的期望就是政府能够
加大扶持力度。

招聘难的问题在张扬负
责的老年公寓同样存在。张扬
告诉记者，养老院开业头三
年，公寓里只住着6位老人，如
今已接近100人，由20名护工
负责照顾。这些护工年龄都在
40岁以上，大多来自周边乡
村，流动性很大。为了招到合
适的人，他试遍了家政公司、
劳务市场、朋友介绍等方式，
效果都不理想。

“选择机构养老的老人逐
年增加，可招聘护工却越来越
难。”张扬认为，其中的根本原
因还是做护工回报太低。“想
赚钱的都离开了，想坚持下来
没有点爱心真不行。目前只有
政府加大扶持力度，才能帮我
们解决这一问题。”

提高一家养老院的入住率，
改善其服务水平是关键，而改善
服务水平的关键，便是提高养老
院护工的素质。近日记者走访多
家养老院发现，因工作强度大，加
上受到“保姆不是体面活”等陈旧
观念影响，难觅护理专业出身的

年轻护工。养老院护工群体仍以四五十岁的农村进城务工人员为
主。该群体普遍学历低、年龄大、缺乏专业护理技能，在一定程度上
限制了济南养老服务行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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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工正在为老人打午饭，可以看出他们大多都四五十岁了。

许万蕾在为老人刮胡子，在养老院像他这样年轻的护工少之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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