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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ersonnel training in Elderly Nursing Specialt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tatus quo of professional nursing care talents in China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Elderly Nursing Specialty through access to information
and literature retrieval. On the basis of the shortage of industry talent, and the reality of high
turnover problems of personnel training,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modern apprenticeship”
mode of education in the elderly nursing personnel training is worth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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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解我国老年护理专业人才培养现状，本文通过查阅资料、文献检索，从我国专业养老护理人才现状、
国内外老年护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现状等方面分析，基于养老产业人才短缺、流失率高的现实以及人才
培养存在的问题，指出“现代学徒制”育人模式在老年护理人才培养方面是值得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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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发布的《中国财政政策报告 2010/2011》显示，在 2011 年以
后的 30 年里，中国人口老龄化将呈现加速发展的态势，至 2030 年，中国 65 岁以上的人口比将超过日本，
成为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1]。国家统计局 2015 年统计结果显示，60 岁及以上人口总数为 2.12
亿，占总人口的 15.5%，65 周岁及以上人口 1.38 亿，占总人口的 10.1%。人口老化严峻是无法改变的客
观实际，如何进行科学、健康养老，只有发展养老服务业才是硬道理。而养老服务业的发展离不开国家
的政策、法规、资金、运营和管理，同样还需要大量的专业化、职业化和规范化的专业技术、技能人才。

2. 我国专业养老护理人才现状
目前我国老年服务业的专业技术、技能人才匮乏，整体素质参差不齐，与日益发展的养老服务业和
养老产业相比，问题重重、不容乐观。其特点[1]主要有：1) 从业者年龄偏大，40、50 岁人员占大部分。
2) 受教育程度低，大部分为下岗或无业、低学历人员。3) 从业时间短，人才流失十分严重，尤其是养老
专业毕业生“跳槽”现象突出。4) 区域发展和分布不平衡，开设老年服务专业的职业院校主要集中在 15
个左右的省份，还有 13 个左右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几乎是空白。
相对于庞大的老年群体及养老机构来说，养老护理人才是远远不够的，在老年护理人才的招生、人
才培养方案等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和困境[1] [2]。如：① 老年护理人才的培养与行业需求无法衔接。
学生毕业后专业对口率低，养老服务行业的要求及为人才所能提供的发展空间不足以吸引高素质技能型
人才的就业。② 校企合作教育模式存在不足。现阶段，虽然职业教育已经在校企合作育人方面做出了很
多尝试，但在合作的方式、深度和广度上还需要继续探索。③ 养老职业教育与养老服务行业缺乏沟通交
流的平台。养老职业教育与养老服务行业两个领域还是属于“各自为战”，教育机构培养的人才满足不
了行业的需求，行业的需求也无法顺利地传达到教育机构，这不仅造成了资源的浪费，也制约了养老服
务行业的健康发展。

3. 老年护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现状
3.1. 国外老年护理人才培养状况
国外老年护理人才培养模式以日本比较完善，经过多年的探索的时间积累，日本在老年护理人才培
养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在制定人才培养计划上有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宏观调查，对老年群体数量、健康
状态、护理人员情况进行动态监测并实时发布，然后有教育、培训机构参与，及时调整招生和培养计划，
做到以市场需求，合理制定培养计划，避免资源浪费。同时吸收社会力量参与老年护理人才培养。采取
分层次、科学设置人才培养课程，教学与实践联系密切，突出人文特色，开展志愿者课程，对我国有着
较强的借鉴意义[3]。澳大利亚老年护理人才培养模式是以能力为核心的人才培养，以岗位为基础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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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以行业为主导的教学模式，以认证为标准的考核原则，值得借鉴和学习[4]。泰国老年护理人才培
养模式则注重人才培养层次的多元化、完整的课程设置和合理的师资队伍建设[5]。

3.2. 国内老年护理人才培养状况
国内职业院校开展老年护理人才培养的研究如下：王燕等在校企共建老年护理专业方向办学模式的
研究与实践研究提到，与养老企事业单位合作培养高级、实用型老年护理人才，开启了校企共建的培养
模式，以培养具有较深厚的护理学基础、较强的老年护理实践能力的人才为宗旨，探索构建以“重基础、
强实践，具有老年护理核心竞争力”为目标人才培养模式[6]。王生锋等研究从人才培养计划、目标及规
格、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等方面着手，初步构建五位一体(学校、科研机构、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养老院)产学研结合老年护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7]。罗佳在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护理专业(老年护理方向)制
定了“两统一，一贯穿”人才培养模式，“两统一即教学环境与工作环境统一，教师与护理工作统一，
一贯穿即爱心教育贯穿整个教学过程的始终”[8]。姜娜等研究构建了高职老年护理专业“四位一体、护
学交融”的人才培养模式，并通过构建“嵌入式”课程体系和“三位一体”实践教学体系、改革教学方
法与手段、推进信息化教学与管理改革以及实行多主体的人才培养质量监控与评价模式等举措，有效推
进了学校、养老机构、医院多主体教学、多主体育人，提高了人才培养质量[9]。还有一些职业院校也进
行了相关研究，都在进行争取企业、行业、社会等多方参与，校企联合培养养老护理人才，虽然取得了
一定的成效，但都存在一定的问题，如研究时间短，未形成一种校企合作的长效机制，跟踪调查机制不
健全，人才流失严重等等。

4. “现代学徒制”育人模式
基于养老产业人才短缺、流失率高的现实以及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现代学徒制”育人模式在老
年护理人才培养方面是值得采纳的。

4.1. “现代学徒制”的概念和提出
在我国，现代学徒制的提出是在 2011 年，是基于培养具有必要理论知识和较强实践技能的高素质、
技能型专门人才的培养目标，职业院校与用人单位在政府的引导下通力合作，在实践教学环节中主要采
用“师父带徒弟”的形式来培养人才的过程[10]。所谓现代学徒制，是西方有关国家实施的将传统学徒培
训方式与现代学校教育相结合的一种“学校与企业合作式的职业教育制度”，是对传统学徒制的发展。
从广泛意义上看，二战后出现的以德国“双元制”、英国“现代学徒制”、澳大利亚“新学徒制”等为
典型，适应现代经济与社会需求，以校企合作为基础，纳入国家人力资源开发战略的学徒制形态都是现
代学徒制[11] [12] [13] [14] [15]。现代学徒制是传统学徒制融入了学校教育因素的一种职业教育，是职业
教育校企合作不断深化的一种新的形式，顶岗实习、订单培养、现代学徒制是一种递进关系[16] [17] [18]。

4.2. “现代学徒制”育人模式的运用现状
现代学徒制作为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的深化，其内在的逻辑体系和运作流程蕴含着丰富的职业教
育思想，具有深刻的教育价值。近两年在医学职业教育领域的研究发现，现代学徒制这一种创新的人才
培养模式，在实践能力培养方面更高效[19] [20]。范丽红探讨基于岗位式教学法在外科护理学教学中的应
用效果，更能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21]，李启松的研究发现现代学徒制教学的实施对医学检验技术专业课
程的学习具有促进作用[22]。长沙职业技术学院在康复治疗专业通过双元育人、双导师教学、交替教学、
开放式的学习环境、双标准考核等培养方式，探索与实践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学徒制，基于双元的有
机结合，发挥了两个育人主体的作用，共同完成对学生的培养，实现了三方共赢[23]。这种“工”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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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替、将工作与学习相融合的教育模式的建构和发展，使高职院校面向整个社会统筹教育资源，通过
职业教育思想的确立、教学理念的变革、课程体系的重构、教学模式的变化、校内外基地功能的拓展、
教学团队的结构优化、多元评价体系的完善、学生专业能力和职业能力的协同发展，进一步丰富了高职
教育的内涵，有效地实现了高职教育的实践性、职业性和开放性[24] [25] [26]，这是新形势下高职教育本
质特征赋予现代学徒制的新内涵。这种校企合作、联合培养的育人新模式，在推广中需要企业和学校专
门制定相应的人事政策进行支持。教育部在 2015 年初发布了《关于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通知》，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作为领头试点单位，大胆尝试现代学徒制养老产业人才培养，已取得很好的成效，
目前分别与河北仁爱集团公司、山东颐和华龄养老公司、浙江绿康签订了现代学徒制试点合作框架协议。
其他省份一些职业院校也在尝试，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尚处于探索阶段。
因此，面对护理专业领域技能型老年护理人才短缺，有必要“现代学徒制”育人模式引入高职老年
护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开展定向培养，以促进我国养老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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