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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业人员不少，
适用人员不多

找个称心的
“阿姨”
咋就这么难呢？
钱女士这几天有点发愁，她想给女儿找一个育儿嫂，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
“我想找
一个年轻一些、学历高一点的育儿嫂，最好既能给宝宝讲故事，也会做饭的，可是跑了一圈家政
市场，
没有找到满意的。
”
无独有偶，付先生的父母年事已高，他为老人家找的几个保姆都不合适。要么做的饭菜不
合老宁波的口味，
要么就是护理技巧不过关。

关注我们
就是关注您的健康

案例

一个月换几个阿姨 就是没有满意的
钱女士本月刚休完产假回到工作岗位上，从
过完春节开始，她就在物色合适的育儿嫂。
“上班
后主要是婆婆在家带孩子，上了年纪体力难免力
不从心，所以要找个育儿嫂替他分担分担。”目
前，中介公司已经介绍了三位育儿嫂过来试用，
都不太满意。
1981 年出生的小孙是安徽人，在宁波从事家
政有 6 年了。
“年轻保姆出手是快，不过有些不太
细心。她擦过的厨房，我婆婆总得再擦一遍，否
则还是油腻腻的。我家宝宝容易红屁股，和她交
代了要勤换尿不湿，
可她就是记不住。
”
这个月初来的俞阿姨是宁波本地人，老家咸

祥，63 岁。年纪是不小了，不过做的饭菜很地道，
钱女士一家人都爱吃。可在育儿方面，俞阿姨搬
出了老一套。为了让宝宝快点睡觉，她就唱着儿
歌抱着宝宝摇摇晃晃哄睡。
“ 我家宝宝原来睡眠
习惯还可以，就是睡前会稍微闹一会儿，哄哄就
可以了。阿姨喜欢抱着睡，我担心孩子以后改不
过来。
”
钱女士的婆婆认为，
既然花了钱，
就尽量找到
大家都满意的。一个不行，
就多试几个。不过，
钱
女士从多家中介机构了解到，在高新区的阿姨比
较少，
在鄞州中心区的阿姨数量虽大，
不过都不愿
意到高新区来服务，
因为路上花得时间太多了。

破局

打破家政固有理念 开拓多元需求市场
宁波市家庭服务协会会长莫小芬说：
“如今，
大众对于家政服务的需求已不仅仅限于简单劳
务型的家政服务，家政服务领域趋向多元化、专
业化，而目前从业人员大多还停留在打扫卫生的
阶段，双方需求供给不对称，成为家政市场供不
应求的主因。
”
高素质家政人员配置不够显而易见。记者
在宁波安健护理有限公司的业务手册上看到，除
了钟点工、月嫂等基本款业务，公司还提供不少
“进阶版”业务，例如母婴护理、养老护理等。
“如
今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养老护理成了一块‘大
蛋糕’。所以我们通过理论培训、医院实操以及

师徒制实习等方式，培养一批相对专业的护理人
员，从事养老护理工作。”安健护理有限公司负责
人陆益平说。
在养老和育小双重压力不断加大的今天，越
来越多的中国家庭开始寻求家政服务。市场呈
现多元需求的同时，政府、企业等也积极为家政
从业人员搭建素质提升平台。2 月 22 日至 23
日，海曙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区妇联主办
的宁波市家政技能创业孵化基地创业对接会暨
第四届女性家庭服务人才就业创业交流会举行，
通过搭建优质平台，为家政从业人员提供从技能
培训到就业、创业的一站式服务。

延伸

相互理解 营造良性生态圈
家政服务业作为以传统保姆发展起来的行
业，从业人员相对以中老年妇女、学历不高且家
庭经济条件相对差的人群为主。虽然社会有大
量需求，但“低人一等”的旧观念还存在于许多人
的心中。
“我擦玻璃窗也有 4 年了，基本上看到的家政
工都是和我一样，从外地来宁波打拼的，会的东
西不多，所以选择了做家政。
”
保洁员刘春芬说。
除了传统观念有待改善以外，市场的规范化
水平低也成了供需不平衡的重要原因之一。记
者了解到，除少数大型的家政服务企业建有培训
机构外，多数企业是老员工带新员工进行几次现

场实习，就直接上岗了。因为缺少监管，家政服
务业存在正规军少、专业人员少等问题，良莠不
齐的服务也导致雇主和家政服务人员时常产生
矛盾。此外，在家政行业中，中介的形式较为普
遍，许多家政人员游离在劳动合同之外，合法权
益得不到保障。
如何促进家政服务更加规范化、标准化？莫
小芬认为，社会对家政人员多一些包容最为重
要，
“希望社会能给予家政人员多一些尊重，认可
他们的付出与价值。”同时，家政人员也要认识到
提升自我是市场所需，
有学习新技能的主动性。
记者 陆麒雯 通讯员 吴乔璐 张建儿

春天要出去
“临市面”
了

2019 年会员报名即可享受 100 元/条一日游
行程所列首道景点门票以及全陪导游服务，
除鸣鹤
古镇、
五磊山一日游不含餐，
其他线路均含餐费。
如多人小团体报名，只需一人拥有 2019 年
度康乐老年俱乐部会员证即可全员享受优惠。
由于这次价格已是冰点价，70 周岁以上老年人无
其余优惠。
咨询电话：
87167337
记者 徐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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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长莺飞、杂花生树，随着天气一天天转暖，
康乐老年俱乐部的会员们年后报名旅游套餐的
热情也越来越高。
今年，
《宁波老年》康乐老年俱乐部携手中国
国旅（宁波）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推出了会员旅
游套餐优惠活动，让会员们欣赏美丽景色的同
时，加深彼此的友谊。
特惠旅游包括 300 元、500 元、800 元 3 个不
同价格的套餐。一日游路线目的地有鸣鹤古镇、
五磊山、天童寺、阿育王寺、溪口古镇、岩头古镇。
考虑到有些老年朋友喜欢中长线路，
2019 年俱乐
部会员特惠旅游套餐还推出位于安徽省黄山市的
齐云山二日游和千岛湖、
新安江三日游。
旅游套餐内的路线费用包括全程空调旅游车、

听完《宁波晚报》
养生汇公益讲座
都说
“太实用”
3 月 8 日和 3 月 10 日两天，
《宁波
晚报》养生汇迎来两场精彩而又实用的
健康养生讲座：
《春季养生和肿瘤防治》
《流感季节我们可以做什么》。两场讲
座针对女性朋友和小朋友在春季健康
的焦点问题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专家们
还现场为读者朋友解疑答惑。讲座结
束后，听众们都说：
“ 对我们帮助很大，
太实用了。
”

春季养生注重“治未病”
3 月 8 日上午 9 点，宁波市中医院
妇科专家、主治中医师蒋婴做了《春季
养生和肿瘤防治》的讲座。在讲座中，
她介绍了“治未病”的概念，
“‘治未病’
即采取相应的措施，防止疾病的发生发
展。其在中医中的主要思想是：未病先
防和既病防变。”此外，蒋医生还介绍了
几种药物养生的方法，比如如何制作阿
胶羹等。
讲座刚一结束，蒋医生就被读者们
围了起来，大家自然不会错过这个和专
家面对面交流的机会。有一位读者说：
“一到春季，我常常有乏力感，所以一直
在吃人参，可作用似乎不明显，人还是
很累，
是否还有吃人参的必要？”
蒋医生看看了读者的舌头后，道出
了问题所在：
“吃人参进补是对的，不过
你的舌苔厚腻，是湿气重的表现，所以
要先祛湿，这样人参才能补得进去，不
然反而会起到相反的作用。
”

防流感小方剂很实用
3 月 10 日的讲座请到了海曙区中
医医院儿科专家李涤静医生。最近一
段时间，流感高发，不少娃都中招了，家
里大人也跟着受累，所以大家都很关注
这个问题，不少小朋友也跟着家长来听
讲座。
李医生的讲座 PPT 做得非常细致，
分成了小朋友和大人两部分，详细讲解
了流感与普通感冒的区别、流感季的注
意事项、以及几种预防流感的小方剂，
“针对正常体质者，推荐银花、连翘、大
青叶、苏叶的小方。食疗方面，则可以
煮姜葱红糖水或甘蔗荸荠汤。
”
有一位妈妈带着她 6 岁的儿子一
起来听讲座，她向李医生咨询了儿子患
湿疹的问题。李医生经过询问得知，这
户家庭全家都是过敏性体质，妈妈和爸
爸都有过敏性鼻炎，儿子一出生就有奶
癣，
“这是较为明显的湿热体质，我建议
她平时要让孩子尽量避免接触过敏源，
少吃海鲜和辛辣食物，同时可以吃一点
祛湿解表的汤剂，具体还是要到医院看
一下。
”
讲座结束后，工作人员还现场分发
了海曙区中医医院为大家准备的防流
感香囊。香囊不但样子别致，里面还装
有中药，挂在家中对流感有一定的预防
作用。
接下来，
《宁波晚报》养生汇还将为
读者朋友带来多场公益健康讲座，具体
时间安排请关注本报或扫描“小药神”
客服号获取。
记者 陈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