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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养老服务人才质量对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的影响∗

———基于城乡老年人调查的实证分析

童玉林　栾文敬

摘　要:居家养老是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解决当下老年人养老问题的重要方式,长远来

看,居家养老的发展必然会要求相应的人才建设.采用logit回归模型对调研资料进行分析,
发现居家养老人才质量对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具有稳健的显著正向影响,即为老年人提

供居家养老服务人才的质量越高,老年人参与居家养老服务的意愿越强.在总结结论的基础

上,对居家养老服务人才质量缘何不佳进行了若干思考,并提出创造“尊重人才,尊重劳动”的
社会氛围、完善培训激励机制等提升养老服务人才质量的对策.

关键词:居家养老服务;人才质量;居家养老服务需求

一、问题提出

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６０岁及以上人口比例已达１３２６％,６５岁及以上人口比例已

达８８７％,这两个比例比２０００年的人口普查分别高出２９３和１９１个百分点.可见,我国已经产生了

日趋严重的老龄化问题.① 不仅如此,我国老年人还出现了高龄化问题.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促进

司副司长王素英在第五届全国养老院院长论坛上透露,截止到２００８年底,中国８０岁以上的老年人口约

有１８０５万,占老年人口总数的１１２９％(新华网,２００９).如果从年龄结构看,患老年疾病和生活不能自

理的老人会成正比增加.在这样的老龄化和高龄化的背景下,老年人的生活幸福感问题已经提上了议

事日程.无论是新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推出,还是«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的颁发,都指向

“全面切实提升我国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质量”的核心目标(周长城、徐鹏,２０１３).已有研究都表明老年人

的生活质量状况不容乐观,如:(金岭,２０１１)利用上海市老龄科学研究中心２００３年和２００８年开展的上

海市老年人口状况与意愿跟踪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在２００３年,感到生活非常满意或比较满意的老

年人占５７４％,其他取值,即一般、比较不满意或非常不满意的老年人比例为４２６％,２００８年,非常满

意或比较满意的老年人比例下降到４９９％,其他取值比例上升至５０１％.(骆为祥、李建新,２０１１)利用

２００２、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中国高龄老人健康长寿调查数据,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进行考察,发现２００２、２００５、

２００８年老年人对生活感到“满意”的比例分别为５９５７％、５９４８％和５８６１％,“不满意”的百分比分别

为４０４３％、４０５２％和４１３９％.社会在进步,经济在发展,但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却在下降,即生活质

量满意度呈下降趋势,可见老年人生活质量亟待关注和提高.
老年人养老质量不高,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在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家庭核心化以及妇女劳动参与率

提高(WilliamT．Liu& HaiKendig,２０００)等的背景下,我国传统家庭养老遭到削弱.在我国传统的家

庭养老文化氛围下,居家养老服务成为解决重大社会养老问题的最佳选择.居家养老服务是指“政府和

社会力量依托社区,为居家的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家政、康复护理和精神慰藉等方面服务的一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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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它是对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的补充与更新,是我国发展社区服务,建立养老服务体系的一项重要内

容”(全国老龄办,２００８).为促进居家养老服务的发展,国家做出了诸多努力,如:在２０１２年修订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规定:“国家建立和完善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

社会养老服务体系”.① 居家养老服务在不使老年人脱离其所熟悉的生活环境,保持其安全感的前提

下,不仅能够为自理能力欠缺、行动不便且缺乏家庭照料的老年人提供及时、周到的生活照料和服务,
同时也能够为无子女老人、失独老人、子女无暇的老人等缺乏子女陪伴的老人送去精神慰藉,弥补感

情缺憾.
目前我国老年人的居家养老需求状况,即老年人参与居家养老服务意愿状况如何? 全国老龄工作

委员会(２００８)指出居家养老服务存在总体“质量不高”等问题.但作为一线人员,居家养老服务直接提

供者的服务质量对老年人参与居家养老服务的意愿具有直接的影响;因此,居家养老服务人员的服务质

量,如何作用于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也是亟待关注的问题.本研究基于上述背景和问题,利用华

北电力大学调查研究中心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居家养老服务调查数据,利用logit模型,分析居家养老

服务人才质量对老年人居家养老需求的影响,并通过逐步回归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以验证研究结论的

可靠性.

二、文献回顾

目前,有关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居家养老服务内容研究.如,
(顾东辉,２００９)认为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的内容包括日常照料需求、医疗康复需求、精神需求以及

社会参与需求.对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内容进行高度概括的是«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的“五个老有”,即
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②.第二,对整个社会推行居家养老必要性的质性

研究.Chiu& Yip等人(２００４)认为老人的健康水平、就业机会和收入与年龄成反比,而与对家人、社区

照顾的依赖度成正比.SuanHillier& GeorgiaM．Barrow(１９９９)的调查研究发现,近５０％的美国老人

在生活上不能完全自理,而且这些老人表示需要一定的机构来为其提供养老服务.姚远(２００８,第１６
页)指出,居家养老是我国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产物,也是应对人口老龄化对策体系的有机构成.第

三,对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现状的定量研究.葛丽英、代娅建(２００９)认为老年人对居家养老服务最大的需

求主要是生活照料和医疗保健;陈志科、马少珍(２０１２)通过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有居家养老需求

的老年人比例占到６７．８％.第四,对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BettinaMeinow(２００５)
和IkukoGomi(２００７)的研究表明,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和经济状况是影响老年人居家养老的重要因

素.我国学者王莉莉(２０１３)、胡娟(２００８)等的研究中也包含着身体健康和经济对老年人居家养老需求

有重要影响的结论.此外,王莉莉(２０１３),陈志科、马少珍(２０１２)还认为,性别、是否高龄、受教育程度、
有无配偶、居住方式、社会保障情况对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有重要影响.胡宏伟、时媛媛等人

(２０１１)的研究还发现,居住地对老年人居家养老需求也有影响,城市的老年人更倾向于选择居家养老,
而农村老年人则倾向于选择家庭养老.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对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的内容研究和必要性的质性研究较为丰富,但对于老年人

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的定量研究尚且较为欠缺:其一,对于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现状的研究较少;其
二,对于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的影响因素研究较少;其三,居家养老服务人才是居家养老服务的一

线提供者,几乎没有学者对居家养老人才质量如何作用于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进行关注.本研究

将弥补上述几个方面的不足,基于华北电力大学社会调查研究中心居家养老服务调查数据,在对老年人

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现状进行研究的前提下,进一步研究老年人居家养老需求的影响因素,尤其是居家养

老服务人才质量对老年人居家养老需求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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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据、变量与基本描述

(一)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来自华北电力大学社会调查研究中心“关于我国城乡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调查”的问卷,
该调查问卷覆盖了我国东、中、西部的２３个省市,主要包括宁波、保定、大连、北京、洛阳等省市重点居家

养老建设社区,共发放问卷２２００份,回收１９５６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９１％.问卷遵从多水平、随机群

体样本的程序,采取多地多段随机抽样的方法进行调查,内容涵盖老年人的基本信息、经济状况、居住条

件、健康状况、家庭及社会支持与养老需求六大板块的具体信息.
(二)变量与基本描述

①老年人.老年人是指年龄在６０周岁及其以上的成年人.在所有调查对象中,农村老年人占

４４９３％,城市老年人占５５０７％.

②居家养老服务需求.本研究中的老年人居家养老需求是指老年人参与居家养老服务的意愿,“０”
代表“不愿意”,“１”代表“愿意”.由表１可以看出,在老年人总体中,７９４７％的老年人愿意参加居家养

老服务,２０５３％的老年人没有参与居家养老服务的意愿.

③影响因素.选取居家养老服务人才质量为主要自变量.人才一般是指“具有一定的专门知识,拥
有较多的技能和能力,为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进行了创造性劳动,并且做出某种或较大贡献的人”(陈京

辉、赵志升,２０１０).可见,人才质量的测量应从其拥有的知识、技能以及能力来进行.根据老年人居家

养老服务需求的内容,居家养老服务人才需掌握的内容包括膳食知识、老年生理学、老年心理学、老年保

健知识、护理知识、急救技能等.在调查问卷中,设置多选题“为您提供居家养老服务的人员需掌握下列

哪些技能”,选项包括“沟通技能”“老年生理学”“老年心理学”“老年保健”“护理”“急救”“老年膳食”“家
政服务能力”.在处理数据时,对各项技能赋分,如果某项技能被选取赋值为“１”分,未被选取则赋值为

“０”分,累计加分越高,说明对人才技能要求越高.除了居家养老服务人才质量,老年人的性别、年龄、户
籍、主要赡养人经济状况、社会保障等涵盖个人、家庭、社会经济三方面特征的变量也会对其参与居家养

老的意愿产生影响,因此,将这些变量也纳入自变量的范畴.变量选取及描述分析具体情况见表１.

表１　变量选取与描述分析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样本量 取值分布(％)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因变量 参加居家养老服务意愿 １４７６ ０＝不愿意(２０．５３)
１＝愿意(７９．４７) ０．７９ ０．４０ ０ １

自

变

量

个

人

特

征

家

庭

特

征

社会

特征

性别 １５０８ ０＝女(３２．０３)１＝男(６７．９７) ０．６８ ０．４７ ０ １
年龄 １４９９ — ７０．７１ ７．０８ ６０ ９９

户籍 １５０７ ０＝农村(４４．６６)
１＝城市(５５．３４) ０．５５ ０．５０ ０ １

受教育年限 １３９１ — ６．６３ ４．３９ ０ ２０

身体健康状况 １５００ １＝差(１１．４７)２＝中(２７．４０)
３＝好(６１．１３) ２．５０ ０．６９ １ ３

孤独感 １５２１ ０＝不孤独(８３．０４)
１＝孤独(１６．９６) ０．１７ ０．３８ ０ １

主要赡养人经济状况 １４８８ １＝差(８．１３)２＝中(６２．８４)
３＝好(２９．０３) ２．２１ ０．５７ １ ３

与家庭成员关系 １４８６ １＝差(２．０９)２＝中(１１．７８)
３＝好(８６．１４) ２．８４ ０．４２ １ ３

居家养老服务人才技能水平 １５２１ — ３．４７ ２．２２ ０ ８
社会保障 １５２１ ０＝没有(４３．７２)１＝有(５６．２８) ０．５６ ０．５０ ０ １

　　注:“—”表示定距变量.

　　由表１可以看出,居家养老服务人才技能水平的最大值为８,均值为３４７.可见我国老年人对居家

养老服务人才质量的要求还处于偏低水平.这可以反映出我国居家养老服务的发展还很不成熟,宣传

６９

童玉林、栾文敬:居家养老服务人才质量对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的影响



力度不足,老年人对居家养老的认识还很不够.
表１显示,调查样本覆盖６０至９９岁的老年人,其中,女性老年人占３２０３％,男性老年人占

６７９７％;老年人受教育年限的平均值为６６３,可见老年人的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身体健康状况较好

的老年人占８０％以上;有孤独感的老年人比例为１６９６％.从主要赡养人经济状况看,赡养老年人的子

女之间的经济水平存在较大差距;从老年人与家庭成员关系的比例分布可以看出,差的比例仅为

２０９％,一般的比例为１１７８％,好的比例高达８６１４％,可见,绝大多数老人都与家庭成员有着良好的

关系.从社会保障这个变量可以看出,仅有５６２０％的老年人享受到社会保障,可见我国老年人总体社

会保障状况较差.

四、经验分析

(一)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影响因素回归分析

变量描述分析仅仅反映了调查样本的一般情况与特征,并没有对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的相关

影响因素,特别是居家养老服务人才质量对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的影响进行分析.为进一步探究

居家养老服务人才质量对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的影响,本文以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即老年人

参与居家养老服务的意愿为因变量;因为老年人参与居家养老服务意愿是二分类变量,可采用logit模

型进行回归分析.以老年人参与居家养老服务意愿为因变量,以老年人对居家养老服务人才技能要求

为自变量,以老年人性别、年龄、户籍、受教育年限、身体健康状况等变量为控制变量,运用logit模型,对
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的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２所示.

表２　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影响因素回归(logit模型)

居家养老服务需求 回归系数 标准误 Z值 P＞z [９５％置信区间]
居家养老服务人才技能水平 ０．２２９ ０．０３７ ６．１３ ０．０００ ０．１５６ ０．３０２
性别 －０．０１２ ０．１５９ －０．０７ ０．９４２ －０．３２２ ０．２９９
年龄 －０．０２２ ０．０１１ －２．０８ ０．０３８ －０．０４２ －０．００１
户籍 ０．３９６ ０．１５６ ２．５３ ０．０１１ ０．０８９ ０．７０２
受教育年限 ０．０４２ ０．０１９ ２．２２ ０．０２６ ０．００５ ０．０７９
身体健康状况 －０．１０４ ０．１１５ －０．９０ ０．３６７ －０．３２８ ０．１２１
孤独感 ０．１６１ ０．２００ ０．８１ ０．４２０ －０．２３１ ０．５５４
主要赡养人经济状况 －０．２６９ ０．１３３ －２．０２ ０．０４４ －０．５３０ －０．００７
与主要赡养人关系 ０．００６ ０．１７９ ０．０３ ０．９７５ －０．３４６ ０．３５７
社会保障 －０．１０６ ０．１４７ －０．７２ ０．４７３ －０．３９４ ０．１８３
_cons ２．６１８ ０．９９４ ２．６３ ０．００８ ０．６７０ ４．５６５

　　注:１．小括号内是标准误;２．∗p＜０１,∗∗p＜０．０５,∗∗∗p＜００１.

　　可以看出,居家养老服务人才技能水平正向作用于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即居家养老服务人才

质量越高,老年人越愿意参与居家养老服务,而且该正向作用非常显著.这可能是归于以下两点原因:
第一,马斯洛的需求理论将人们的需求由低向高排列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与爱的需求、尊重

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类.可以推断,当人们的低层次需求得以满足时,对低层次需求的需求程度会降

低,并且对更高层次的需求程度会增强.我国老年人当下的养老境况重视物质层面,轻视精神层面,重
视基本生活照料,轻视医疗卫生保健.由此衍生了我国老年人总体对精神层面的主观需求大于物质层

面的需求,对医疗卫生保健的主观需求大于对基本生活照料的需求.认为居家养老服务人员需要具备

老年膳食知识和家政服务能力的老年人仅占３０９７％和３０３１％;认为居家养老服务人员需要具备护理

知识、急救知识、老年保健知识和老年生物学知识的比例略高,分别为４６５５％、４１９５％、４７２１％、

４３０６％;认为居家养老服务人员需要具备沟通技能的老年人比例最高,达到６３３１％;认为居家养老服

务人员需要掌握老年心理学知识的老年人比例也较高,为４３９８％.如果居家养老服务人才技能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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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高,质量越好,掌握的高水平的知识和技能,如护理知识、急救技能、老年保健知识、沟通技能、老年心

理学知识就越丰富,就越能够满足老年人精神方面和医疗卫生保健方面的要求,使老人的安全需求、归
属与爱、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求也能得以满足,老年人参与居家养老服务的意愿就会越强.

第二,居家养老服务人才质量越高,知识和技能水平越高,就越能够为老年人提供高质量的养老服

务,老年人对居家养老服务人员的认可度和信任度得以增强,自然更有意愿参与居家养老服务.社会学

家吉登斯(２０００)认为,现代社会的人需要将信任建立在符号系统和专家系统上,专家系统指由技术成就

和专业队伍所形成的体系,正是该体系构建了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物质和社会环境,如医疗保健系统、房
屋建筑等,使我们形成专家信任心理.如果居家养老服务人员掌握的知识和技能一般,只能为老年人提

供日常生活中家人、邻居或者保姆都能提供的基本服务,在老年人发生突发状况时束手无策,无法和老

年人进行良好的沟通,也无法深入了解老年人的心理,老年人对居家养老服务就难以认可;如果居家养

老服务人才质量很高,能够为老年人提供及时、周到、全面而有效的包括饮食、护理、急救和精神慰藉的

高质量服务,无论是老年人亲身感受过高质量的居家养老服务,还是从别人的口口相传中有所耳闻,都
可能使老年人将居家养老服务人员纳入专家范畴,增强对居家养老服务人员的信任,从而增强参与居家

养老服务的意愿.
在个人特征方面:①性别负向影响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即女性老年人比男性老年人有更强的

居家养老服务需求,但该影响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②年龄对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呈显著负向作

用,也就是说,年龄越大的老年人对居家养老服务的需求越小.这与一般经验不符,笔者认为这可能是

因为居家养老服务在我国的推广和发展刚刚起步,仍然是新事物,低龄老年人较高龄老年人更易于接

受.不过,年龄对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的影响有待进一步验证.③户籍对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

求的影响是正向的,且该影响具有显著性意义,即城市老年人比农村老年人更希望参与居家养老服务.
这是因为城市经济较农村发达,城市社会较农村进步,城市居民较农村居民更易于接受新事物,且新事

物的传播一般也是先在城市开始.④受教育年限显著正向影响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即受教育水

平越高的老年人越有意愿参与居家养老服务.这与一般经验相符.⑤身体健康状况负向作用于老年人

居家养老服务需求,也就是说,身体健康状况越好的老年人对居家养老服务的需求越小,但是这一结果

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在家庭特征方面:①主要赡养人经济状况对老年人居家养老需求具有显著负向作用,即主要赡养人

经济状况好的老年人比主要赡养人经济状况差的老年人参与居家养老服务的意愿更小.这是因为经济

条件好的赡养人有更多的经济支持为老年人创造良好的养老环境,能够增加老人对养老生活的满意度.
不过主要赡养人经济状况的负向作用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②与主要赡养人关系对老年人居家养老服

务需求呈正向作用,即与主要赡养人关系好的老年人比与主要赡养人关系差的老年人有更强烈的参与

居家养老服务的意愿,但该正向作用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在其他社会经济特征方面,社会保障负向作用于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即没有社会保障的老年人比

有社会保障的老年人有更强的参与居家养老服务的意愿.有社会保障的老年人比没有社会保障的老年

人有更强的养老安全感,因此,对参与居家养老服务的意愿更弱一筹,但是该负向作用并不显著.
(二)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影响因素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用逐步回归的方法来控制自变量的作用范围,对回归结果进行

检验,具体回归结果见表３.
可以看出,居家养老服务人才技能水平、户籍和受教育年限三个变量显著正向作用于老年人居家养

老服务需求,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其中,居家养老服务技能水平通过了５个模型的显著性检验,其估

计系数分别为０２２３１０(p＜００１)、０２２８２１(p＜００１)、０２１７１９(p＜００１)、０２１９８８(p＜００１)、

０２２９１１(p＜００１).由此可见,居家养老人才质量对老年人参与居家养老服务的意愿具有稳健的显著

正向影响.从总体来说,为老年人提供居家养老服务人才的技能水平越高,越能满足老年人的养老服务

要求,也越能强化老年人对居家养老服务人员的信任机制,老年人参与居家养老服务的意愿就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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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稳健性检验(logit模型)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模型５

居家养老服务人才技能水平 ０．２２３１０∗∗∗

(０．０３４)
０．２２８２１∗∗∗

(０．０３５)
０．２１７１９∗∗∗

(０．０３６)
０．２１９８８∗∗∗

(０．０３７)
０．２２９１１∗∗∗

(０．０３７)

性别 ０．１５６２８
(０．１４０)

０．００９８３
(０．１５４)

－０．０１４０４
(０．１５５)

－０．０１１５２
(０．１５９)

年龄 －０．０１４６７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２９５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６７７
(０．０１０)

－０．０２１８８∗∗

(０．０１１)

户籍 ０．３７２６４∗∗∗

(０．１３３)
０．３４７００∗∗

(０．１４８)
０．３６２９５∗∗

(０．１５１)
０．３９５８２∗∗

(０．１５６)

受教育年限 ０．０３７０６∗∗

(０．０１８)
０．０３９１４∗∗

(０．０１８)
０．０４２０２∗∗

(０．０１９)

身体健康状况 －０．１４４２０
(０．１０８)

－０．１０３５５
(０．１１５)

孤独感 ０．１６１３７
(０．２００)

主要赡养人经济状况 －０．２６８７８∗∗

(０．１３３)

与主要赡养人关系 ０．００５６７
(０．１７９)

社会保障 －０．１０５５２
(０．１４７)

_cons ０．６４７１１∗∗∗

(０．１１９)
１．３６３４０∗∗

(０．６８１)
１．１７８７６
(０．７４７)

１．８０５５２∗∗

(０．８４９)
２．６１７５６∗∗∗

(０．９９４)
N １４７６ １４４９ １３４１ １３３６ １２９３

chi２ ４７．４９４１０ ５９．５３４２０ ５９．８４４５１ ６２．１９１５９ ６８．４２４３４
p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

r２_p ０．０３１６９ ０．０４０２８ ０．０４４５２ ０．０４６５３ ０．０５３０６

　　注:１．小括号内是标准误;２．∗p＜０１,∗∗p＜０．０５,∗∗∗p＜０．０１.

五、研究结论与若干思考

(一)研究结论

通过实证研究,本文得出如下结论:
其一,在老年人总体中,７９４７％的老年人愿意参与居家养老服务,２０５３％的老年人没有参与居家

养老服务的意愿.可见,大部分老年人都具有居家养老服务的需求,但仍有一定比例的老年人对居家养

老服务的认知度或信任度不够.
其二,数据显示,居家养老服务人才技能水平的最大值为８,均值为３４７.我国老年人对居家养老

服务人才质量的要求还处于偏低水平.这可以反映出我国居家养老服务的发展还很不成熟,宣传力度

不足,老年人对居家养老的认识度不够.
其三,居家养老人才质量对老年人参与居家养老服务的意愿具有稳健的显著正向影响,即为老年人

提供居家养老服务人才的技能水平越高,老年人对居家养老服务的需求越大.这是因为高技能的居家

养老服务人员更能满足老年人的养老服务要求,也更能建立起老年人对居家养老服务人员的信任机制,
所以,老年人参与居家养老服务的意愿就越强.

其四,户籍和受教育年限对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呈显著正向作用,即城市老年人比农村老年人

具有更强的居家养老服务参与意愿,受教育年限高的老年人比受教育年限低的老年人具有更强的居家

养老服务参与意愿.户籍和受教育年限的显著正向作用都通过了稳健性检验.
(二)若干思考

１．居家养老服务人才质量缘何不佳?
第一,人才发展环境欠佳不利于居家养老服务人才的培养和人才质量的提高.一方面,居家养老服

务在我国的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和推广阶段.在所调查的全国１７７个社区中,不提供居家养老服务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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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比例高达７７４５％,提供居家养老服务社区的比例仅为２２６０％;另一方面,社会对养老服务从业人

员的认可度低,认为养老服务业是伺候人的职业,从事养老服务业的人低人一等,甚至得不到少数家属

的起码尊重;从业人员的职业荣誉感差,自我价值感也不强.欠佳的人才发展环境,不仅不能促进居家

养老服务人才质量的提升,甚至会导致从业人员的流失.
第二,养老服务从业人员工作累、报酬低.养老服务面对的是老年人这个特殊的群体,工作又脏又

累,工作时间不固定,经常超时并且要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此外,养老服务人员需要承担重大的工作责

任.但即使如此,养老服务从业人员获得的报酬还是非常低,远不及其付出.一项针对２６０５名养老服

务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工资在１０００~１４９９元的比例高达４２９％,工资在１５００~１５９９元的比例为

３４８％,工资为其他的比例为２２３％.
第三,结构不合理,整体素质低,专业化水平不高.养老服务人员结构不合理,从事养老服务行业人

员多是下岗就业人员、失业人员等,年龄都比较大,结构不合理,文化水平普遍较低.虽然大部分人员受

过专门的技能培训,但很多从业人员都没有资格证书或仅有初级资格证书,缺乏基本的护理、康复、精神

慰藉等专业知识和技能,无法满足老年人多样化的服务需求.

２．如何提升居家养老服务人才质量?
第一,社会地位是制约养老服务人才质量提升的一大根本要素.因此,要创造“尊重人才、尊重劳

动”的良好社会氛围.一线养老服务人员用自己的劳动改善生活,是值得尊重的,他们所进行的劳动是

创造性的,是需要技能和经验的;因此居家养老服务人员是国家的宝贵财富,社会应对居家养老服务人

员及其劳动予以认可和尊重.政府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如加强宣传教育,对优秀人才进行物质或精神奖

励,提高公众对居家养老服务及其专业从业人员的认知和评价等.这有利于居家养老服务人员形成较

强的职业荣誉感,从而对其提升自身服务技能和水平形成激励作用.
第二,待遇是影响养老服务专业人员质量提升的另一大根本问题.政府应积极发挥推动和引导作

用,改善养老服务专业人才的待遇.在招生方面,可借鉴免费师范生模式,对涉老专业学生进行定向培

养,同时通过补贴或资金扶持,激励涉老专业人才培养单位培养出更加优质的人才;在就业方面,可借鉴

“大学生村官”模式,为从事一线养老服务的大学生定制合理职位,并为其报考公务员或参加事业单位招

聘提供一些优惠政策;在薪资方面,政府对养老服务专业人员可以采取薪酬补贴制度,对于涉老专业毕

业的大学生,还可借鉴殡葬专业大学生的薪资经验,为就读于涉老专业且从事养老服务专业的大学生设

定特殊岗位津贴,带动高素质人才继续留在养老服务行业,也增强养老服务人才队伍的稳定性.
第三,完善培训激励机制.为主动将内部养老服务人才送去培训的相关机构提供学费补贴和缺席

人员的工资补贴,对参加培训的养老服务人员提供交通补贴和生活费补贴;为自费参与培训的养老服务

人员提供培训津贴;为非涉老专业出身的养老服务人员量身定制专门的培训计划,除基本的生活费补贴

外,如果完成了制订计划,为其提供培训承诺奖.这些措施,将对养老服务人员参加培训起到极大的激

励作用,从而促进养老服务人员专业技能水平的提升,保证居家养老服务人才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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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Homecareservicefortheelderlyisanimportantmethodtoimprovelifequalityofthe
oldandsolvetheproblemofprovidingtheaged．Andinthelongview,thedevelopmentofhomecare
servicefortheelderlywillinevitablyrequirethecorrespondingconstructionoftalent．Weusedthe
logitregressionmodeltoanalyzetheresearchdata,andfoundoutthatthequalityoftalentsof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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