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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行业“上新”大专文凭保姆抢手
高端和特色服务需求扩大，上海 65 万保姆亟待提升专业水准

    培养大专以上学历的保姆，说白了就是

为了提高家政服务的从业门槛。目前，我国

尚未建立健全有关家政服务员的市场准入
机制。

家政管理流于形式
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徐炜瑾律师说：

“目前存在着多个问题：行业协会监管不力，

对于家政服务从业人员的培训力度不足，上
岗前接受过正规培训的家政服务员比例很

小，缺乏统一的考核标准。”
就现阶段来看，进入市场的家政服

务员的文化素质和技能水平参差不齐，

而由于市场主力军是来自农村的剩
余劳动力或下岗职工，所以，大部

分从业者的自身文化和专业技
能都不高，再加上市场对于家

政服务员又没有统一的准入标
准，导致家政服务员从业门槛

很低。此外，家政服务机构对于家政服务员

的选拔以及管理也存在着流于形式、应付检
查、糊弄雇主等问题，培训力度十分不足，这

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整个家政服务行业
的整体水平。

制定服务等级标准
徐炜瑾律师建议，有必要设立家政服务

员的资格认定制度。她说，素质不合格的家

政服务员进入雇主家庭，容易发生各种各样
的纠纷，极易造成雇主的财产损失和人身损

害。制定家政服务员的资格认定制度，一是
要求家政服务员在上岗之前必须接受家政

服务公司或者行业协会的服务技能培训，学

习关于家政服务的技能知识和业务知识；二
是制定出具体的合格标准和等级标准，对经

过培训的家政服务员进行技能考核和知识
考核，规定考核不合格者不得上岗，同时对

经过考核的家政服务员划定为不同的等级。

这样既可以有效地提高家政服务员的职业

素养，又可以满足雇主家庭对家政服务员的
多样化需求。

建立失信惩戒制度
据悉，商务部依托“商务部家政业务平

台”，已经建立了全国家政服务员和家政企

业信用信息数据库。在商务部、国家发改委
印发的《关于建立家政服务业信用体系的指

导意见》中也提出，要建立和规范家政服务
领域守信联合激励对象名单和失信联合惩

戒对象名单制度并向社会公布，这必将对现

实生活中司空见惯的“家政员不加价就走”
“价格虚高”等乱象起到很好的防范作用。

徐炜瑾律师还提出，家政服务行业协会
应在职业培训方面起到督导作用。除了加强

对家政服务员的培训，还要监督和督促家政
服务机构对家政服务员进行培训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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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请家政服务员的家庭恐怕都有这样的感觉，自

己通过家政公司千挑万选的家政服务员，做不了多长时
间就提出辞职，特别是一些做了很多年的老阿姨，也突然

间就提出不做了。上海开放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家政管理
与服务专业负责人赵文秀介绍，据不完全统计，平均一位

家政服务员在一个家庭中的服务时间大约为 7 到 8 个
月。雇主家庭需要家政服务，家政服务员也要继续找工

作。那么，为什么流动性这么高呢？
赵文秀说：“一些家政服务员只要觉得工资少

了，哪怕实际上并没少，也会选择辞职。平常保姆之
间的交流，一个主要话题就是工资。微小的收入差

别都可能引起保姆们心理上的不适。还有，只
要家政服务员感觉雇主对自己态度上有所

不好，她们也会走人。这个群体的心理承
受能力似乎特别的脆弱，心里总有

‘别人看不起我’的阴影。”

那么，目前上海的家政服务市场为什么存在“雇

主找保姆难，保姆找雇主也难”的现象呢？赵文秀认
为，这主要还是价格的杠杆在起作用，许多雇主在抱

怨家政价格虚高时，往往是把保姆的工资与自己的收
入作比较，殊不知两者的含义是不同。普通职工拿到 1

万元的税后工资，单位实际上出的钱在 15000 元以上，
多出的部分按照比例缴纳了社保。同样是 1 万元，如

果扣除社保，保姆拿到手的也只有 6800 多元。所以，

家政服务员表面上的“高收入”，是将自己的社会保障
待遇折现了。

当然，保姆频繁跳槽，最终受损的还是雇主。上海市汇
业律师事务所徐炜瑾律师提出，相关行业协会应当肩负起

监管职责。市级家政服务行业协会应制定出一些统一的行
业管理标准，比如，统一的家政服务合同范本、统一的家政

服务合格标准等，以供家政服务市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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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健全家政服务市场准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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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烹饪实训室里，学生们既要学做饭，更要掌握膳食营养搭配

■ 学习插花技艺美化家庭环

境，让家政服务更上一个层次

    2012年： 试点举办 “社区管理与服务

（家政管理）”专业，总计招收学生 181名；2014

年：经市教委批准，正式举办家政服务专业，当年

招生 509人；2017年： 首届家政服务专业 330名学生
毕业；2019年：家政专业累计招生 2502人，已有 1781名

学生毕业……作为本市首个开设家政服务专业的高校，上
海开放大学的探索获得了社会的广泛认可， 逐年递增的招生

人数就是最好的例证。

家政专业的每名学生都要经过三个实训室的“科班”训练。综
合实训室的培训内容包括家庭教育与儿童的认知发展、教养方式

与儿童社会行为、特殊儿童的教养，以及家庭生活美化和家庭美育
等。烹饪实训室的学习内容包括不同生理阶段人群的营养需求与膳

食指导、食品营养价值的评定、膳食制作方法、健康管理与营养均
衡、饮食养生等。在经营实训中心里，学生们主要是学习家政企业经

营风险管控、企业营销策划与实施、企业公共关系策划与实施、母婴
等客户关系维护等知识。

上海开大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芦琦说， 家政专业
培养的从业者之所以受到市场欢迎，是因为他们

普遍具备了六大能力，即健康管理、美化设计、生

活指导的能力，判断、设计家庭服务的能力，

开展家庭教育的能力， 解决家政服务过程

中各种矛盾的能力，开展家政服务需求

社会调查的能力，市场策划、运作和预

测的能力。 这些能力的培养，可

以较好地提升家政从
业者的职业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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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班保姆”
普遍具备六大能力

延伸阅读>>>
我家保姆做不长
心里不爽就辞职

雇主抱怨
保姆坦言

    家住长宁区虹古路虹纺小区的陈老伯，五年

前雇了一名住家保姆，当初的月薪是 3500元，每
月放两天假。一年后，保姆提出要加薪，于是，陈家将

工资上调了 300元。没料到，以后每到年底，保姆都会

提出要调工资，现在的月薪已经上涨到 4900元，而且春

节还要发双薪。“我一个人的退休金根本不够支付保姆的工

钱。”陈老伯颇有些无奈。

“好的阿姨难找，好的阿姨价格高。你不加钱，她们就翻脸
走人，或消极怠工。”陈老伯的女儿说，这事想想就心烦。

据一份家政行业的市场行情统计显示，在本市的中心城区，
一般的钟点工薪资是每小时 30元，黄金时段、重点地区超过 40

元甚至更高。照护老年人的价格，稍微有点护理知识的家政

员，每月都要 6000元甚至 8000元。月嫂收费更是让人咂舌，
随便问问都是 8000元、1万元的，现在 15000元以上的也不

稀奇，有些所谓“金牌月嫂”，月工资超过 2万元。很多小白领
感叹：“自己去职场拼死拼活干，赚的还不够给保姆的。”

这几年家政服务的收费涨势厉害，年涨幅接近 10%，已
经高于上海平均工资的涨幅。

导致家政服务价格上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市场刚需的增加，提高了家政服务的价格。随着城
市人口老龄化的加剧、空巢老人和二孩家庭的增多，在客观

上形成了保姆市场需求大于供给的局面。

二是部分家政公司哄抬价格。目前绝大部

分家政公司是靠收取中介费营利，一般是雇主和家
政服务员各自按照月工资的 20%一次性缴纳。提高服

务价格，家政公司自然就是得益者。在卖方市场下，家政公
司也会主动帮助服务员提高服务价格。既然是按“次”收费，

那么多来几次不是就能收到更多的钱吗？于是，有些家政公司
便有意无意地怂恿保姆们频频跳槽。家政公司一般不希望家政服

务员在一个家庭里长期工作下去。但是，由于市场的竞争，大部分公

司会提出“半年内免费介绍”的服务保证，过了半年则需要交纳中介费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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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服务价格或被人为 “哄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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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开放大学家政

服务专业学生展示所
学技能

本报记者 陈梦泽 摄

需求大于供给
导致保姆频频要求加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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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的“最难”毕业季里，有一群毕业生却特
别吃香。他们来自上海开放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开设
的家政服务专业。最近刚拿到大专文凭的家政服务
员宋龙美，已经开始盘算进一步提升学历了。因
为，家政专业已获批开设本科段了。

“保姆也要读大学？”“大学生保姆有
啥特别的本事？”⋯⋯一连串的疑惑、观
望和评价，又会给整个家政服务行
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有文凭 家政服务更出色
30岁出头的宋龙美是从山东嫁到江苏的，现在

又跟着老公在上海打拼，把孩子留在了老家。“我以

前只有初中学历，到了上海就做家政工作，是别人
推荐我去上海开放大学读大专的。”小宋坦言，“三

年前我是怀着试试看的想法去报考开大的，没想到
还真的考进了，学的就是家政服务专业。那段求学

的日子的确是很辛苦的，平时要工作，周末要上学，

每天晚上还要挤出时间看书、学习、做功课，一旦进
入期末考试阶段，就更忙得连吃饭和睡觉的时间都

不够了。现在一想到我是个有大专文凭的家政服务
员，心里真的有一种自豪感。我现在工作服务的家

庭有 4户，都在宝山区。我在何女士家的工作主要
是做午饭和晚饭，还要为家里的一个刚满周岁的宝

宝做辅食。其他时间我要去另外几家打扫卫生。”
宋龙美说：“以前我也有一种想法，认为不就是

做家政吗，做做饭、带带孩子、照顾老人、打扫打扫
房间，还用得着读大学？事实上，通过在大学课堂上

的专业培训，我觉得家政服务真的需要知识和科学
的力量，有了更多的知识和更好的技能，家政服务

才能做得更出色。比如，在何女士家，他们家有老人
和孩子，因为我学过营养学，就会时常给他们推荐

一些菜谱，对于每天的菜肴，我也尽量做到营养搭
配均衡些。还比如，我在周女士家干了快两年了，他

们家的抽油烟机和空调的保洁，根本不用花钱请外
面的人来做，因为我们家政专业的课程里就有专门

的家电保养和使用技能的培训。”

科学化 精细服务赢市场
已经有过会计专业大专文凭和工商管理本科

学历的刘军，45岁那年毅然报考了上海开大的家政

专业，明年就将拿到第三张文凭。“我是 2015年从
辽宁来到上海的，后来一直做家政，主要在闵行区

七宝镇的一些别墅区家庭工作。对这些家境比较优
越的家庭来说，他们并不是只想找个人来做些烧

菜、洗衣服的简单劳动。”刘军说，“家政专业的课程

真的没有白学，比如厨艺课，几乎涉及中国八大菜
系的烹调技术，像粤菜、本帮菜、鲁菜等，我现在基

本上都会做得比较像样。还比如家庭维护的课程，
让我们学会了居家科学清洁、衣服洗涤与收纳、家

庭急救护理等知识，这都是当一个现代优秀家政服
务员必备的技能。”

刘军表示，通过这几年的探索和积累，她想以
后自己也办个家政公司。“事实上，现在的家政服务

市场是比较混乱的，做得长的家政员很少。我在家
政专业课里还学到了不少心理学、管理学知识。如

果我办家政公司，首先要做好的就是抓住雇主与服
务员各自的心理，要充分了解雇主家庭有什么需

要、家政员有什么顾虑和压抑，把彼此的心结打开
了，工作才能顺利进行下去。最

近我就在做这方

面的市场调研。要做好家政服务工

作，我越来越觉得必须在科学化、精细化方
面下功夫。”她说。

经培训 专业程度被看重
令宋龙美和刘军开心的是自己的大学文凭学得

很有用武之地，而且雇主们还时常夸奖她们“做事专

业”。
目前，全国每年的家政服务市场规模超过了

300亿元，高端家政服务、特色家政服务的需求更是
在不断扩大。上海家政行业从业者总数约 65万，但

基本上都是小而散、粗放型的行业经营模式，即便是

家政公司的管理层，拥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也仅占
24%，一线家政服务员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小学文

化程度。
“现在人们对家政服务的规范化、专业化、系统

化的要求日益提高。家政服务员普遍文化素质

低、技能弱，尤其是学历普遍低。”华东师范大

学城市发展研究院张海娜博士说，家政服务人
员的专业程度是雇主最为看重的，因此，经过

系统学习和培训、有专业证书的家政服务员会
更受信赖。然而，不少家政公司以追求利润为主要目

的，往往缺乏对服务人员的系统培训和管理。所以，
需要政府、学校、社会组织和行业协会来共同承担家

政服务的职业培训和技能鉴定。

出政策 家政专业应扩容
2019年 6月 26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的意见》，强调

“采取综合支持措施，提高家政从业人员素质”。

张海娜建议，有必要组织家政示范企业和职业
院校共同编制家政服务职业技能等级标准及大纲，

开发职业培训教材和职业培训包。对于有意从事家
政服务的各类人员，需要经过专门的技能培训，并

考试合格取得家政服务类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支持
高校增设一批家政服务的相关专业，扩大招生规

模，在获得学历证书的同时，取得家政服务类职业

技能等级证书。这些举措的落实，可以从根本上、总
体上提高家政服务人员的文化素质和专业水准。此

外，还应当组织院校和企业引进国际先进课程和教
学管理体系，支持符合条件的家政企业举办家政服

务类职业院校。在此过程中尤其要发挥各级工会、
妇联的作用，组织实施“巾帼家政服务专项培训工

程”。政府、社会组织、行业协会、学校、社区和企业
有必要合作开展培训，各地在此基础上形成一批家

政服务和培训品牌，有条件的地方还可以组建家政
职业教育集团。

“从事家政行业的高学历人才越来越多，不仅仅
说明该行业的专业性在提高，更是公众对它的认可

度、社会评价满意度提高的重要表现，这将有利于整
个行业的良性发展。”张海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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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