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会将自己的所学
所得运用到工作中，
在养老护理行业继
续发光发热。

□本报记者 王向前

8 月 21 日，2022 年河南
省养老护理职业技能大赛暨
河南省养老服务职业技能大
赛圆满闭幕。经过激烈比拼，
9名选手喜获各赛项一等奖，
其中，来自开封代表队的宋华
倩获得家政服务—居家照护
老人赛项一等奖。

当天下午闭幕式后，拿着
奖状的她告诉记者，参加本次大赛很有收获，“备赛期间，为了
练好一个技能操作，我要不断重复练习，反复斟酌话语。在比
赛中，我展现出了自己的最好水平”。

她今年 29岁，从 2020 年开始从事居家照护工作。作为
一名健康照护师，她每天的工作认真负责，勤勤恳恳，以饱
满的热情、温暖人心的言语、细心的照顾为老人排忧解难。

同事评价她，工作中，她始终保持良好的心理素质和爱岗
敬业、任劳任怨的精神，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具有较强的团队协
作精神，积极参与开展各种新照护技术项目，并将自己积累的
临床经验传授给同事，互助互学，共同进步。

曾经有一位中风引起瘫痪的老先生，因身体虚弱长期卧
床，褥疮严重，照护相当困难。宋华倩运用所掌握的知识和平
时总结的经验，为老人清洗伤口，外敷创面，经常翻身。经过半
个月的精心照护，老人的褥疮感染创面愈合。

正是这样的踏实作风和高超技能，将宋华倩“送”上了此次
大赛的领奖台。

“3天比赛期间，通过裁判专家的专业点评、观摩同行们的
精彩表现，收获颇多，我的专业能力有了提升。”宋华倩说，“我
会将自己的所学所得运用到工作中，在养老护理行业继续发光
发热。”③5

技能来自苦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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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等奖9名，二等奖 13名，三等奖24名

本报讯（记者 王向前）8月 21日，2022年河南省养老护理
职业技能大赛暨河南省养老服务职业技能大赛圆满结束。46
名选手经过激烈比拼，荣获各赛项的一、二、三等奖。

本届大赛是全省养老服务领域最高水平赛事，是高手同
台竞技、比武练兵的舞台。大赛分养老护理、健康照护、家政
服务—居家照护老人 3个比赛项目，来自全省养老服务一线
的 108名选手展现了精湛高超的职业技能、孝善爱老的职业
操守、敬业奉献的职业精神。经过 3天激烈角逐，最终 46名
选手获奖，其中一等奖 9名，二等奖 13名，三等奖 24名。

随着老龄化进程加快，养老越来越成为党和政府关心的
重大民生问题。让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
有所安，满足人民群众对高品质养老服务的期盼，离不开一大
批具备专业素养、专业技能的养老服务人才。根据大赛规则，
大赛组委会对获得此 3项比赛各前 5名的选手，将授予“河南
省技术能手”荣誉称号，晋升技师职业技能等级；对获得各项
比赛前 6至 20名的选手，经省人社厅核准后，按规定晋升职
业技能等级。

省民政厅有关负责人说，我省将持续健全养老服务技能人
才培养、使用、评价、激励制度，加强养老服务人才培养培训和
持证评价，制定落实好养老服务人才入职补贴、岗位补贴等政
策，支持设立养老服务人才培养和实训基地，定期举办全省养
老服务技能大赛，让更多技能人才投身养老事业，形成全社会
关注养老服务行业、关心养老服务人才的良好氛围。③7

46名选手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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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向前 本报通讯员 牛廷顺

8月的开封，天气燠热，赛场激烈。
8月 19 日至 21 日，“2022 年河南省

养老护理职业技能大赛暨河南省养老服
务职业技能大赛”在河南医药健康技师
学院举行，全省108名优秀选手经过激烈
角逐，46名选手荣获各赛项的一、二、三
等奖。

作为我省养老服务行业首次举办的
最高规格赛事，大赛对我省养老服务行
业的发展有哪些影响？我省养老服务行
业发展现状如何？记者对省民政厅养老
服务处处长董辉进行了专访。

董辉介绍，本届大赛是我省认真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技能人才工作
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实施人才强省战略，
加快推进“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建设的
具体行动。

养老护理人才是养老服务的主要提
供者，是养老服务体系的重要支撑保
障。举办本次大赛的目的就是以赛促
训、以赛促学，加快培养造就一支高素质
高技能养老服务人才队伍，有力推动新
时代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作为我省养
老服务行业规格最高的竞赛，本届大赛
既培育选拔出了一批行业发展的领军人

才、技能佼佼者，又激发了广大就业者投
身养老服务领域的积极性，带来行业发
展的更持久动力。

建立完善保障体系是养老人才干事
创业的重要保证。董辉说，这些年，养老
服务人才培养是提升养老行业服务质量
的重要内容，省民政厅有关部门主要采
取了四个方面的措施：

一是每年组织开展养老服务人员职
业技能培训。二是指导各地养老机构宣
传推广使用《养老护理员国家职业技能
标准》，鼓励养老护理员进行技能评价。
三是会同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教
育厅认定了一批养老护理员培养培训基
地，近期正在重新评定省级培养基地和
实训基地，将为人才培养搭建更多桥
梁。四是加大了激励褒奖力度。《河南省
养老服务条例》将于10月 1日实施，条例
对落实养老服务人才入
职补贴、岗位津贴等待
遇作出明确规定，提
出对行业领军人
才给予物质和
精神褒奖，将为
养老服务人才
培养营造更有
利的社会环境。

服务技能是养老服务人才的必备才
能之一。我省将持续健全养老服务技能
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激励制度，加强养
老服务人才培养培训和持证评价，制定
落实好养老服务人才入职补贴、岗位补
贴等政策，支持设立养老服务人才培养
和实训基地，定期举办全省养老服务技
能大赛，对经过大赛选拔出的行业领军
人才广泛宣传褒奖，切实增强他们的获
得感、荣誉感、自豪感，让更多技能人才
投身养老事业，形成全社会关注养老服
务行业、关心养老服务人才的良好社会
氛围。③7

培育我省养老服务发展新动能
—访省民政厅养老服务处处长董辉

●竞出新天地 行业发展风头劲

23岁的男选手安乐的父母一直从事
养老服务工作，前些年养老服务行业不景
气，父母不想让他“入行”，高考填报志愿
让他选了机械自动控制专业。等他毕业
时，在政策利好等的带动下，养老行业正
迎来加快发展机遇，他就当了护理员。他
说，将把经验总结运用到今后工作中，带
领院区高水平运营。

安乐的职业跨界，是养老服务行业这
些年迈入发展“快车道”的一个缩影。去
年，全省新建成社区养老服务设施 2027
个，同比增长100.5%；今年一季度，全省建
设社区养老服务设施730个。但与养老服
务设施快速扩张相比，目前全省护工约 4
万人，需求量11万人，缺口不小。

“本届大赛既培育选拔出了一批行业
发展的领军人才、技能佼佼者，又激发了
广大就业者投身养老服务领域的积极性，
为行业发展注入新动力。”相关负责人说。

“新时代呼唤新的养老服务模式，大
赛赛出了养老服务行业的新气象。”选手
罗媛媛是一家老年公寓的负责人，她表
示，将带领团队为更多老人提供专业化、
个性化综合养老服务。③5

养老行业迎来青春力量

来自全省养老服务一线的 108名选手参与

大赛分3个比赛项目

养老护理 健康照护 家政服务—居家照护老人

经过3天激烈角逐，最终46名选手获奖

□本报记者 王向前

8月21日，2022年河南省养老护理职业技能大赛暨河南省养老服务职业技能大赛圆满闭幕。

这是我省养老服务行业规格最高的职业技能竞赛，亦是全省首次举办的养老服务职业技能大

赛。“大赛紧张激烈，开阔了眼界，提升了技能。”选手靳洁说。“比赛充满活力，坚定了我选择这一行

业的信心。”选手安乐说。“大赛有利于加快培养造就一支高素质高技能养老服务人才队伍，有力推

动新时代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相关负责人说。

大赛开启了河南养老服务新篇章。

●比出活力 赛场舞动青春影

本届大赛上处处可见青春的面孔。
选手任静出生于 2000年 11月。她

说，大赛是很好的学习机会，回到工作岗
位后将继续努力，争取早日成为一名高
级护理员。

本次大赛最年轻的选手是刘亚茹。
21岁的她说：“我希望老人见到的我是阳
光的、快乐的，也希望用我的微笑给他们
带来快乐！”

本次大赛共有 108名选手参赛。据
初步统计，选手中“90后”有 50多名，“80
后”有 40多名，还有五六名“00后”。“这
次大赛选手大多比较年轻，充满了青春
力量，展示了我省养老服务行业的活
力。”大赛总裁判长王战朝说。

来到赛场的“1+X”老年照护职业技
能等级证书河南省考评站负责人王斌
称，我国养老事业进入高速发展期，大量
有知识、有技能、有抱负的新生力量加
盟，为行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年轻人的经验或许不够，但他们善
于学习，有专业教育背景，大多是科班出
身，养老行业不会辜负他们，将给他们提
供广阔发展空间。”王斌说。

●赛出水平 技能提升养老情

提升养老服务工作的质量和温
度，人才是关键。

8月 20日上午，在家政服务—居
家照护老人赛项，33岁的选手靳洁协
助感觉不舒服的“老人”进食进水。她
走到床边，双手握住“老人”的手轻轻
抬起，感受肌力；轻声问话，了解“老
人”内心想法，舒缓情绪。“行动不便的
老人容易孤独，我们不仅要照顾好老
人的饮食起居，也要讲究方法打开老
人的心扉。”靳洁说。

“养老护理员的工作内容不只是
单纯的日常生活照料，也不是只要吃
苦耐劳就可以胜任。在我看来，专业
化和精细化服务将成为今后养老护理
工作中的关键指标。”选手杜魁英说。

养老护理赛项裁判长汪桂琴称，
本次大赛选手的专业能力都特别强，

“大赛将他们组织到一起竞技，既是
方便大家相互交流学习，也是为了更
好地倡导并践行积极老龄观，让他们
提升自身能力，在日常工作中给老人
提供有温度的照护，让老人享受幸福
晚年。”

▶选手为照护对象提供健康保健指导。⑨6 本报
记者 王铮 摄

选手为照护对象制定运动保健方案。⑨6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在养老体验区，一名年轻人穿上总重约20公斤的体验服，
感受老人生活状态。⑨6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心肺复苏展示。⑨6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