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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网e家·家政

凤网 e 家集装厢

家妙招

“银发产业”崛起，
日本式养老来衡阳取经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尹盛鹏）“虽然

日本的养老产业发展得不错，但这里的很多

护养方法值得我们学习。”6 月 2 日，日本信

养老协会冈本一行参访了衡阳万众和养老服

务有限公司，并与湖南省家庭服务业协会、

湖南万众和社区服务管理有限公司以及衡阳

分公司相关负责人交流，希望通过共同努力，

让养老产业有个性化、多元化、多样化发展。

“子女不在身边的老人 难免感觉孤独，

这些热闹的活动，能让他们熟悉环境，彼此

交朋友。”万众和负责人丁梅介绍。冈本一

行参观衡阳市石鼓区潇湘街道居家养老服务

中心，看到老人们和服务人员一起快乐地做

游戏的场景很是感触。众所周知，日本较早

进入“银龄社会”，发展到现在，创建了一套

全球最完善的养老服务体系。湖南省家庭服

务业协会副秘书长朱斌表示，希望双方协会

加强合作，将日本养老产业先进的思路、技

术及产品引入湖南，同时，加强人员交流和

专业培训工作，不断提高行业服务素质，提

升行业服务能力。

家电维修进小区，免费服务暖人心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陈佳）“师傅你

看看，这个电饭煲还‘有救’吗？怎么不能正

常煮饭了？”5 月 27 日，今日女报 / 凤网 e 家

家庭服务平台携手人健物业、1 号社区和百

泽家电服务有限公司，在长沙市万象·凯旋

湾小区开展了“拯救小家电，凤网 e 家在行动”

免费维修活动，众多小区业主来现场享受爱

心服务。

除了免费维修小家电之外，活动还现场倡

导“拒绝高空抛物”。人健物业负责人邹勇向

参加活动的业主和小朋友们宣传高空抛物的

危害及可能承担的法律责任，进一步帮助小

区居民认识高空抛物的危害，呼吁大家养成

拒绝高空抛物的习惯，共建和谐小区。百余名

业主在拒绝高空抛物的倡议书上签字承诺。

打造优质服务，“辣妹子”落户常宁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尹盛鹏）“现在

衡阳常宁市区常住人口有十几万，可一直缺

乏优秀的家政公司，我们希望能为大家提供

称心服务。”6 月 2 日，衡阳市“辣妹子”家

政服务有限公司常宁分公司开业，打开了衡

阳家政服务的新局面。

一边是旺盛的服务需求，一边是“小、散、

乱”的服务现状，衡阳的家政服务市场还有

很大的提升空间。为提升服务人员技能水平，

公司引入衡阳“辣妹子”家政培训学校，并

将依据国家相关服务标准，对保姆、月嫂、

育婴、保洁等服务人员进行专业化技能培训。

当得知在家门口就能接受优质家政培训

时，当地许多从事服务行业的人纷纷报名。

据悉，衡阳市辣妹子家政服务有限公司常宁

分公司将联手衡阳万众和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等优质特色服务企业，不断引入服务项目，

利用互联网与线下服务的结合，实现消费者、

从业者和服务企业的共赢。 

扫一扫，关注今日
女报全媒体打造的

“一招”视频，学
学鸡蛋保存法。

长沙“90 后”小伙参加家政比武——

“男阿姨”走红：洗洗涮涮中练就一身本事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罗雅洁  图：受访者

“擦窗框时不能用钢丝球，会划坏窗框；擦瓷砖时要先用铲刀把污渍铲下，然后再用抹
布擦洗……”如果不是眼见为实，我们很难相信，眼前这个边做家务边解说的“90 后”男
生姚成毅，不仅是 2018 年长沙市家庭服务业职业技能大赛中唯一成功进入决赛场的男性，
而且还获得了优胜奖。

以前，家政行业从业人员多以年长女性为主，“阿姨”甚至成了家政人员的代称。但如今，
家政行业不仅加入了越来越多的年轻元素，而且还出现了男育婴师、男月嫂、男保姆……近日，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走近这些男性家政人员，这一看才发现，“糙汉子”真能干细致活儿！ 

扫一扫，
看男性家政员侃工作

“如今做家政的不全是‘妈妈级’女性，而是

有了更多男性的参与，这对家政行业来说是个好事，

也让客户多了一种选择。”湖南省家庭服务业协会

会长黄跃佳表示，传统家政行业从业人员以女性为

主，男育婴师、男月嫂、男保姆目前仍以个案或小

群体形式存在，没有形成趋势，前景仍有待观望和

市场检验。

黄跃佳坦言，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接收信息

的渠道变得多元。男性的整体就业观发生了改变，

很多习惯思维或传统思维认为只有女性从事的工种，

只要对性别没有特别约定，男性也开始学习相关技

能进入就业。长远来看，当前社会对家政业高度重

视，家政服务有良好的发展前景，特别是随着全面

二孩政策的落地，市场对家政服务的需求必然加大，

加上家政服务业高收入带来的吸引力，未来相信会

有越来越多男性加入此行业。

不用冰箱，鸡蛋久放不坏
有的人会一次性购买很多鸡蛋回来，但鸡蛋很容易变质，冰箱似乎是唯

一的选择——今天，凤网 e 家小帮手就教大家一个不需要冰箱，也能让鸡

蛋存放一年都不坏的好方法。

“请为甜甜小朋友的 9 岁生

日设计一个水果拼盘。”近日，

在 2018 长沙市家庭服务业职业

技能大赛决赛上，考官出了这

样一道题目。当其他选手绞尽

脑汁，并精心设计复杂华丽的

水果拼盘造型时，唯一的男选

手 —— 今年 28 岁的姚成毅却

设计了一个简单的“糖葫芦”，

这个出其不意的创意让他脱颖

而出。

5 月 31 日，姚成 毅在 接 受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采访时坦

言，之前自己在网上学过插花

和水果拼盘的教程，所以比赛

时看到题目，脑子里就浮现了

这个创意。

来自湖北十堰的姚成毅到

长 沙 做 家 政 已 经 6 年。他 说，

是和朋友的一次家政体验让他

决定涉足这个行业，“当时看到

她做家政服务，本来很脏的玻

璃，她一刮就干净了”。姚成毅

觉得很有意思，就跟着朋友做

了两天，然后一发不可收拾。“做

家政只要勤快点，一个月能有

将近 4000 元的收入，我之前修

电脑，每个月才赚 2000 多元。” 

姚成毅说。

家 政 行业年 轻 男性 稀 缺，

但姚成毅一开始也不是被客户

争着要的“香饽饽”，而是被嫌

弃的“皮球”。

“因为 我刚入行时只有 22

岁，太年轻了，有些客户以为我

是暑假工，怕我不专业。”姚成

毅说，受了几次挫折之后，他

就跟着有经验的阿姨一起出单

学习，“虽然说我学历比阿姨高，

但做家政工作她们确实经验丰

富”。跟着阿姨们出工一段时间，

姚成毅逐渐摸清了工作要领，

“看似简单的擦玻璃，都能看出

一个家政人员的水平。好的家

政，刮两次就能搞得非常干净”。

为此，每次收工回到出租

屋，姚成毅就在房间里自己训

练，“二十多天学习之后，我终

于能独立上门服务了”。

再一次出发，成果很喜人。

“那些对我持怀疑态度的客户，

在我上门服务过一次后，他们

往往会在下一次继续指定由我

服务。”直到现在，姚成毅还能

接到几年前老客户的单。

工作 6 年，亲友总问姚成

毅会不会转行，他却说 ：“这行

待遇好、前景好，而且成就了

现在的我，所以我不会走。其

实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

要能做好，就是好工作。”

做了几年家政工作，姚成

毅觉得自己浮躁的性格磨踏实

了， 而 且 他 有 一 个 更 长 远 的

目标，“在我的家乡十堰，有

很多四十来岁的阿姨找不到工

作。我希望自己练好本领，以

后能开一家家政公司，对家乡

的这些阿姨进行培训，带动她

们就业”。 

今年 47 岁的养老护理员黄良勇和姚成毅一

样，如今也是倍受客户追捧的男性家政工作人员。

2015 年，黄良勇进入湖南万众和社区服务管

理有限公司衡阳分公司工作，“当时只有我一个男

性护理员。”黄良勇说，之前他做过生意、当过

保安，2014 年决定考养老护理员资格证。为此，

家人曾劝过他别干这行，“觉得男人跑去照顾老

人，太‘跌分’”。甚至，连资格证培训班的负责

人都告诉他“没有男人做这一行”，但黄良勇却坚

定自己的想法，并一次性通过了养老护理员资格

证考试。在黄良勇看来，男性养老护理员最大的

优势在体力 ：“帮助无法控制身体的老人上厕所、

洗澡、翻身，我们做起来会比女护理员轻松一些。”

而在人文关怀方面，黄良勇认为男性的沟通和共

情能力并不比女性差，“只要认真学习跟老人沟

通的技巧，老人家一样愿意对你说心里话”。他

希望能有越来越多男性加入到养老护理员的队伍

中来，“做好这个工作，比想象中更有成就感”。

镜头一 他，从不被信任到客户指定

镜头二 他，从生意人到资深养老护理员

■行业观察

改变就业观，更多男性涉足家政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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