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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小确幸” 民生“大事情”
从家政学专业进入一本高校看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需求

本报记者尹平平

讲台上戴着宽边眼镜的教师商士杰，正在和
学生们讲王熙凤。他没有把王熙凤当成文学人物
来分析，也不是在讲《红楼梦》。他把王熙凤当成一
个管家，他在讲的课是《家政学原理》。

在座的大学生，不是中文系的，也不是历史系
的，而是今年河北师范大学家政学专业招收的首
届本科新生。他们可不是来学如何当保姆或管
家的。

在人们的传统印象中，“家政”跟家务差不多，
总让人联想到打扫卫生、洗衣烧饭、伺候老人小孩
的保洁员或小保姆，多以文化程度不高的女性
为主。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家政服务需
求呈现出多元化、专业化发展态势。据国家发改
委统计，2018年，我国家政服务业的经营规模达
到5762亿元，同比增长27.9%，从业人员总量已
超过3000万人。权威人士分析，我国家政服务业
具有成为万亿级别产业的潜力，发展前景非常
巨大。

相形之下，各地家政服务企业发展不规范，
“小、乱、散”特征突出，部分从业人员专业能力弱、
信用程度低，一些地方家政服务成为投诉新热点。
间或发生的负面事件中，凸显“信用不靠谱”和“权
益保障难”的双重困境，殃及整个行业口碑，难以
吸引高素质人才。

今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家政
服务业提质扩容的意见》，“鼓励每个省份原则上
至少有一所本科高校和若干所职业院校开设家政
服务相关专业。”9月，河北师范大学新设家政学专
业正式招收新生，成为目前国内唯一开设家政学
相关专业的一本高校。

一时间，众说纷纭。家政学专业都教什么？是
培养大学生当保姆吗？买菜做饭洗衣服这些家务
活，还用去大学课堂里学么？毕业能找到像样的工
作吗？干家政服务有发展前途吗？新华每日电讯记
者带着这些问题展开调查。

家政学“这个‘学’字不能少！”

在这次河北师范大学开办家政学专业之前，
已有几所本科高校开设了家政学及相关专业。早
在2 0 0 3年，吉林农业大学率先设置了家政学
专业。

晏祺君2014年高考时，填报的第一志愿第一
专业就是家政学。她当时被烹饪、服饰、茶道、插花
等实用性强的课程所吸引，原计划毕业后还是回
福建莆田老家，找个有编制的稳定工作。没想到，
这个完全出于兴趣报考的专业，竟让她改变了
初衷。

吉林农业大学家政学专业课程涉及面很广，
有与营养相关的，如家庭营养学、家庭烹饪学、家
庭食疗药膳；有与教育相关的，如家庭教育、教育
方法、教育心理学；还有与医学相关的，如人体解
剖学、家庭护理学和老年护理学等。

晏祺君亲历了95岁的太婆逐渐衰老、失能，对
与养老相关的课程尤其感兴趣。还在读大一时，她
选择到吉林省一家居家养老服务机构实习：入户
登记老人信息、帮老人做营养餐、为老人执笔回忆
录等。还一直关注农村养老院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大学四年，不论从事关于失能老人的科研项目，还
是参与吉林省家庭服务业职业技能大赛，她都全
力以赴，从未懈怠。

毕业后，她只身前往日本留学，准备在这个目
前全球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攻读福祉社会学
研究生，专注失能老人照料方面的研究。

“家政学专业是一个学科，这个‘学’字不能
少。有理论基础和研究方向，不是给家政公司做培
训的。”晏祺君不厌其烦地向记者解释，正是因为
读了这个经常被人误解的专业，她才开始对学术
研究感兴趣。

那些烹饪等实用性的课程，更让晏祺君在生
活中受益匪浅。无论在国内还是在日本，她都把自
己的生活料理得有滋有味。初到日本，晏祺君也和
其他留学生一样，经常在朋友圈晒日式美食，但配
的文字却是：“炸猪排没有我自己做的好吃”或是
“不是齁甜就是齁咸……希望赶紧把房子租下来
能自己做饭！”

同样毕业于吉林农业大学家政学专业的李思
楠，自诩从没因为自己是这个专业的男生，在学校
被其他专业的同学看不起过，相反却一直享受着
他们的艳羡。

在这所以农学见长的高校里，大多数专业
的实验都离不开田间地头，唯有家政学专业经
常在厨房里研究各色美食。“他们种地，我们做
饭。每次路过我们实验室，他们都羡慕得不得
了：‘啊！他们又在炒菜了！又炖鸡腿了！’”回想
起当年的大学生活，李思楠仍升腾起满满的幸
福感。

现在不少单身男青年穿戴不讲究，一年四季
只穿格子衫，自已不会做饭只能一天到晚吃外卖。
已北漂了四五年的李思楠，服饰搭配、发型设计都
很精心，对香水也有研究，还经常自己炖肉、做点
心、腌毛豆，逢年过节都做一桌子菜，过得颇有仪
式感。

“如果时光倒流，重新让我选一次，我还会选
家政学专业。”李思楠对记者说，“这个专业让我陶
冶情操，教会我如何经营好自己的生活。”

河北师范大学家政学专业新生张再超，高中
时曾休学一年，陪护身患重症的母亲，到北京求
医治病。他亲眼目睹病房里七十多岁的老人，因
子女太忙无法陪床独自垂泪，还有八十多岁的老
人进手术室前，子女带着律师逼着她签财产分割
合同……这一幕幕让他暗下决心，只要有条件，
就把家政学一直读下去。“念到硕士、博士，把关
爱家人、关爱老人，经营好自己家庭这个学问学
透。”

家政服务不光是当保姆

经营好自己的生活、经营好自己的家庭，在聊
城大学东昌学院家政学专业教师薛书敏看来，这
才是家政学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家政学以家庭生
活为中心，旨在促进家庭的幸福。家政服务只是其
中的一个方向而已。”

“家政学也是一种社会学，不是简单的伺候
人。”北京家政协会会长、北京爱侬养老服务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穆丽杰对记者说，“无论男女，经
营好自己的家庭，都是不可或缺的能力，要在事业
成功的同时，使家庭更幸福。为什么现在提倡让孩
子从小做家务？难道是让他长大当保姆？不是。是
为了让孩子通过做家务，锻炼日后生活必备的能
力和素养。”

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与家庭相关的
教育不仅是大学的通识课，具体的例如烹饪课等
实践，更是从中小学就已开展。以“home econom-
ics”或“生活科学系”为名的家政学科，在美国、日
本等地已有上百年的历史。

其实，追溯我国大学开设家政学专业，也已有
近百年的历史。早在1906年，河北师范大学的前身
之一——北洋女师范学堂，曾将家政作为文、理科
的必修科目。

1916年1月，北洋女师范学堂改名为“直隶第
一女子师范学校”。当年从美国、日本著名学府留
学归来的齐国樑校长，深受日本家政学教育的启
发，为学校增设了唯一一个高等教育专修科——
家事专修科。1929年，家事专修科改为家政系，开
始招收家政学本科学生。这是家政学在中国高校
中开枝散叶的鼻祖。

当时学校家事专修科设有国文、读经、修身、
数理化、园艺、英文、美术、缝纫、烹饪等三十多门
课。由于战乱等多种原因，家事专修科到1948年前
后被迫停办。据记载，邓颖超、郭隆真等革命家，凌
叔华、许广平等文学家，当时就是家事专修科
学生。

基于传承这段校史的使命，响应社会发展需
求，河北师范大学在《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提质扩
容的意见》出台的前一年，即在学前教育学院当中
申办复建家政学专业，成为2018年全国唯一一所
申报该专业的高校。

“物流专业不是教大学生送快递；建筑专业不
是教大学生去工地搬砖；家政学专业也不是教大
学生当保姆。”河北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学院院长李
春晖对记者说，“家政学最直接关注人的需求，有
助于人们生活水平和国民素质的提高。”

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目前家政学专业的建
设和发展，仍与家政服务行业和社会需求密不
可分。今年2月，李克强总理在主持国务院常务
会议时提出：促进家政服务提质扩容，事关千家
万户福祉，是适应老龄化快速发展和全面二孩
政策实施需求的重要举措，有利于扩消费、增就
业。对于任何一个行业来说，要想提质扩容，人
才都是必备条件。高校的最主要职能之一就是
培养人才。

高校培养人才不同于职业教育，虽然也有
具体的实践技能课程，但记者采访了解到，目前
开设家政学专业的本科高校多以培养家政服务
业的师资培训力量和管理者为目标。河北师范
大学学前教育学院副院长冯玉珠向记者介绍，
他们开设家政学专业，则寄希望培养家政学专
业人才，完善学科体系建设，为行业提供人才支
持，也为政府相关决策提供智力支持。

也是半路出家的商士杰，本来研究方向是
社会心理学和文化心理学。临时接到《家政学原
理》教学任务，他用了一整个暑假潜心备课，几
乎看了市面上所有家政学概论的教材，却找不
到满意的参考。

“目前多数教材更适用于大中专，偏向于实
践操作。”商士杰对记者说。

行业“痛点”多，现实很骨感

一位受访的某专科院校高级家政管理专业
在读学生，向记者抱怨专业课程设置散且乱，老
师讲得也不系统。“有时讲到最后，老师都说也
不知道这些知识能用在哪儿。”可见，完善家政
学学科体系建设已迫在眉睫。

记者调查了解到，目前开设家政学及相
关专业的高校，师资力量相对薄弱，多数老师
都是从社会学、心理学、营养学、教育学等交
叉学科转型过来的。有些任课老师，对于家政
学的概念缺乏了解，认知有限，教学态度比较
勉强。

更有甚者，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时请人代
课。还有的学校干脆聘请医院退休的护士长，给
家政学专业大学生讲护理，让学生觉得自己更
像是医院护工。不少学生从实习开始，就选择与
家政服务完全不相关的领域，或干脆埋头念书
考研换方向，远远地逃离。

“师资短缺，确实影响学生的学习热情。”薛
书敏也很无奈。个别已设置家政学专业的高校，
因师资紧缺、招生困难，不得已只能停招。

进入家政企业实习或工作的大学生，则多

感到一股寒意。
“上学时很开心，也看好行业发展前景，一

旦进入家政企业实习后，大多数同学都决定以
后不干这行。”吉林农业大学家政学2014届毕业
生文玉虎对记者说，“我们学校在长春，即使是
长春数一数二的家政公司，都特别小，特别low
（低级）。”

无论是北上广还是小县城，街面上最常见
的家政公司，多是劳务中介性质。巴掌大的门
脸，招牌上红底白字写着硕大的“家政”二字，和
“保洁、小时工、月嫂、护工”等一排小字。小店里
黑乎乎的，摆着一桌二椅，看起来大多都简陋
不堪。

文玉虎觉得自己科班出身，年轻肯吃苦，总
能做些改变。读大三时，他和学长一起创业，在
长春开了家政社区门店，为附近高端小区居民
入户做深度保洁。正是凭借这段经历，他获得了
北京某知名家政企业的工作机会，在正规的写
字楼里办公，给人感觉很体面。

文玉虎的工作本来在公司总部，给公司门
店和家政服务员做培训。有段时间公司业务下
滑，他又被派到门店去做“派单老师”，也就是最
普通的家政中介：帮客户找阿姨，给阿姨找
客户。

从早上8点开工，每天都干到很晚，周末无
休——只有晚上和周末，客户们才得空到门店
找阿姨。最让文玉虎头疼的是，如何处理客户和
阿姨们的纠纷。“客户说阿姨不好，阿姨说客户
不好，我哪儿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干了三四
个月，文玉虎说自己“整个人脾气都大了。”

这样既累人又累心的工作，每月工资到手
只有2700元。更重要的是，文玉虎说他在这里
看不到未来。“没有晋升通道，也没有给我们年
轻人充分发挥的空间。更何况大小伙子干家
政，说出去也不好听！”文玉虎决定离开这个
行业。

李思楠是文玉虎的大学同班同学，他也想
为改变家政行业的小乱散做点什么。2014年，他
进入了一家互联网+家政公司。没想到干了一
年左右，公司就黄了。同期互联网+家政企业，
多数都没撑下来，它们都没有解决好服务水准
和员工诚信这两个行业“痛点”。

“在北京干家政的，好多是附近省份的农村
妇女。她们本来干得好好的，像现在秋收季节一
到，她们好多人都得赶回家收麦子，说不干就不
干了，你拿她一点办法都没有。”李思楠发现目
前家政行业远没有想象的那么成熟，继续做又
找不到方向，他也转行了。

朝阳产业亟待专业人才

40天内换了7个育儿嫂，上海市民李晓茱和
家政服务人员打交道的经历让她心力交瘁。

原本用得好好的育儿嫂突然生病，不得已临
时换人，正赶上李晓茱休完产假要重返职场，她
急得不行。“人家听说我换了这么多育儿嫂，肯定
觉得我这个人太挑剔有问题，但我当时真的急得

‘饥不择食’，只要有人能搭把手就行。”
“这7个育儿嫂里，有5个是炒我鱿鱼的！”李

晓茱无奈之下，差点放弃工作，回家当全职
妈妈。

走马灯一样更换的育儿嫂里，有的穿着雪纺
裙高跟鞋来试工，根本没法抱孩子；有的给小婴
儿喂饭哄睡的耐心，只能坚持十分钟；有的沟通
起来“油盐不进”，对一切意见建议充耳不闻；有
的摆出一副专家姿态，指挥全家按她的要求带孩
子；有的一丁点带孩子的经验都没有，也敢接下
育儿嫂的工作……

李晓茱因为急着用人，曾想把这位毫无经验
的阿姨留下。李晓茱的妈妈还手把手教她学做婴
儿辅食，教她给小孩洗澡、喂饭、哄睡。“本来这种
事自己做就算了，现在还要指导她怎么做，操心
她做得好不好。她在期间，我妈反而更累了。后来
对方提出做不来要离开，我觉得她应该付我妈一
笔培训费才对。”

李晓茱雇育儿嫂的月薪是8千元左右。如此
高的工资，竟然找不到合适的人。“最后我们感
觉，只要是个女的，有张身份证，家政中介就敢推
荐入户，实在太不负责任了。”李晓茱对记者说，
“那40天，我们问题没解决，钱也花了。一方面是
身体累，一方面是心累，也不知道为了啥！”

家政行业，既是容纳就业的蓄水池，也是育
儿养老的保温舱。近年来，随着人们对家政服务
需求的激增，家政从业人员的收入待遇提高，一
线城市月嫂的价格就没有低于一万元的，仅是做
家务的保姆小时工月薪也在五千元左右。整个家
政市场和企业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也愈加迫切。

毕业于聊城大学东昌学院家政学专业的丁
贵滨，从2016年底踏入山东佰业环保科技集团
（下简称“山东佰业”）的大门开始，就被当成了
“宝贝”。集团运营总监刘振从面试丁贵滨开始，
就有了强烈的念头：“必须把他摁这儿，可别让他
跑了。”

作为一家集设备生产、产品研发、创业指导、
市场运营、企业管理和技术培训于一体的创新型
家政企业，山东佰业已对5000余家加盟商进行创
业帮扶。2016年进入公司担任培训师的丁贵滨，
主要为家政加盟店人员进行标准化培训。

他不仅像其他同事一样讲课，还撰写了标准
化培训教材，建立起自己的一套实用理论。在实
践中，他对加盟商的指导既宏观又具体，成本核
算恨不得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短短三年时间，
丁贵滨已经成了公司业务骨干，并已晋升为中层
管理人员。刘振说丁贵滨是带着创业的激情在工
作，三年来从没倦怠过，一直在发光发热。

“像小丁这样科班出身，经受过专业教育的
人才，在我们行业里其实特别紧缺。他们认可我
们这个行业的发展和价值观，稳定性强，工作思
路清晰、专业。”山东佰业人事总监慈晓云告诉记
者，“不像我们招聘来的有些员工，干着干着觉得
这行没意思，跑了。企业培训员工要花很多精力，
往往成本是很高的。”

因为丁贵滨的加入，山东佰业的高管还专程
到聊城大学东昌学院，希望成为该校家政学专业
实习基地，吸引学生毕业后加盟。

光把大学生吸引来不够，还要容得下、留得
住。慈晓云说：“公司一方面要用待遇留人，更重
要的是让他们在公司的平台上，施展个人的才
能，体现自己的价值，不会因为迷茫坚持不下
去。”

“家政行业之所以长期被社会看低看贬，主要
是从业者的素质和服务品质，不能满足社会需求。
引进高素质的年轻人到家政行业，可以提升整个
社会对家政行业的评价。”山东佰业董事长霍亮认
为，家政企业自身要成体系、有发展，“要让年轻人
看到希望，给他们提供独当一面的机会。”

今年夏天，陈兰从湖南女子学院家政学专
业毕业后，来到广州一家月子中心工作。虽然作
为刚入职的新人，她已经深刻感受到领导的重
视：请她参与公司管理，由她挑头策划活动，让
她参加广州市家政协会举办的各种培训。

“这些都能帮助我全面成长，让我看得见自
己未来的发展前景，不感觉迷茫。福利待遇也很
满意。”陈兰告诉记者，董事长还经常拜托她把同
学或学妹挖来，共同为公司谋发展。

“这些大学生刚入行时，跟各种人打交道可
能显得并不成熟，但他们有理论依托，后劲足，能
在研发、管理、培训等方面，做很多开拓性的工
作。”薛书敏向记者介绍，目前家政企业的中高层
管理者，很多都是一线成长起来的，文化水平偏
低，限制了企业的发展。

“好不容易招来一个科班出身的大学生，如
果没用对用好，体现不出孩子们的价值，他们也
感到很遗憾。”薛书敏说。

“家政学专业能被人承认，毕业生好找工作、
有钱赚，不知您能不能体会到我这种成就感？”丁
贵滨对记者说，“虽然目前家政行业还有待规范，
但市场空缺大，行业机会多，从业人员远远不能
满足需求，是值得年轻人创业发展的朝阳行业。
现在90后在各行各业都顶上来了，家政行业也不
该例外。”

虽然女儿还不到一岁半，李晓茱已经开始为
女儿的未来操心：“我们小咪长大以后，肯定也是
要使用家政服务的，希望等到她结婚生孩子时，
家政服务能变得省心些。”

（应采访对象要求，李晓茱、陈兰为化名）

▲6月25日，中华女子学院家政学专业大二学生在北京市三八服务中心接受家政服务培训。 受访者供图

●2018年3月8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山东代表

团审议时，听到卓长立代表讲述自己带领的“阳光大姐”家政
服务团队健康发展，腰包越来越鼓，越来越自信，高兴地说：
“家政业像‘阳光大姐’这个名字一样是朝阳产业，既满足了农
村进城务工人员的就业需求，也满足了城市家庭育儿养老的现
实需求，要把这个互利共赢的工作做实做好，办成爱心工程。”

●2019年2月20日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指出，促进家政服务

扩容提质，事关千家万户福祉，是适应老龄化快速发展和全面二
孩政策实施需求的重要举措。要加强家政服务技能培训，推动质
量提升。在有条件的高校、职业院校开设家政服务相关专业，支
持符合条件的家政服务龙头企业创办家政服务类职业院校。

●2019年5月29日
李克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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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本科和职业院校开设家
政服务专业，对符合条件的家政类实训基地等建设优先给予中
央预算内投资支持。开展“家政培训提升行动”，大规模培训家
政服务人员包括灵活就业服务人员。

●2019年6月26日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提质扩

容的意见》。提出要采取综合支持措施，提高家政从业人员素
质。包括支持院校增设一批家政服务相关专业，以市场为导
向培育一批产教融合型家政企业，加大岗前培训和“回炉”培
训工作力度等。

●2019年10月17日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提质扩

容的意见》要求，进一步促进家政服务业发展，加强部门间的
协调配合，经国务院同意，建立促进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部
际联席会议制度。

政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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