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市首个在职人员家政管理大专班昨开班
保姆有了“ 科班生” 男护工也来学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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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顾金华 没床位！今年
全市出生人口预计约为22万人，面对汹涌
而来的“ 婴儿潮”，各级产院纷纷增设床
位，以扩大服务容量，缓解孕妇“ 建卡
难”。在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
昨天举行的建院60周年庆典上，记者了解
到，到9月份，医院已经增加床位50张。

孕产妇预约建卡已开放
针对龙年生育高峰带来的热门医院

产科“ 爆棚”现象，上海市卫生局日前制
定紧急方案，要求上海三家三级产科专科
医院各增设100张床位。

在上海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原来的
四人病房调整成六人病房。原先的宣教
室、休息室，甚至一些行政办公室，都改成
了产科病房。此外，医院还大量削减高端
特需服务，以满足基本生产需求。

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副院长胡修全
告诉记者，增加一百张病床，将使保健院
一年的分娩接待量增加7000人，每个月的
门诊量也将增加1000人左右。为了能减少
孕产妇检查、治疗的等候时间，医院采取
了多项措施，例如，实行电话和网上预约，
挂号同时直接进行必检项目收费。

截至目前，国妇婴已经增设50张床
位，而到今年年底则将完成增设100张床
位的目标。据介绍，目前国妇婴已经放开
了之前孕产妇建卡每天限额20名的指标。

产科招人是难题
三家妇婴医院床位将各增加百余张，

但医务人员数量并未大幅增加，这使得申

城许多产院人手“ 告急”。“ 床位增加，为
了保证质量，医院当然想招人，但并非想
招就招得到。”专家解释，产科工作强度
大、风险高，但收入待遇偏低，因此产科在
招聘中一直吸引力不大，每年实招人数与
应招人数都存在落差。

市卫生局负责人对此表示：本市计划
建立短期培训中心，加大助产士的培训力
度；同时对在岗产科医护人员实行绩效工
资考核，以期增加收入，稳定队伍。据悉，
现有的产科医院医护人员编制还是20年
前制订的。业内人士建议：管理部门应适
当增加编制，在此前提下还应适当提高医
务人员的待遇。

本报讯 记者 顾卓敏 一件ARMANI
的风衣、一条COCO的连衣裙、一套FEN-
DI的职业装⋯⋯这些一线品牌的服装，在
都市时尚白领眼中都是价值不菲之物。然
而，如果将这些衣物直接捐物灾区，或许
作用还抵不上一件厚实的大棉袄。前天下
午，一场由中智上海经济技术合作公司主
办的以“ 轻生活，智未来”为主题的公益
活动在徐家汇港汇恒隆广场展开，红地毯
上，白领们身着各式二手职业时装，引得
路人纷纷驻足加入。据悉，活动结束后，这
些品牌时装将在善淘网上进行拍卖，再将
所得钱款投放到山区。

在活动现场，记者注意到，二手衣交换
集市无疑是其中的重头戏，白领们带着清
理衣橱过后的“ 战利品”前来。根据“ 九成
新的衣物到现场交换一件”的游戏规则，不
少白领也是满载而归。“ 我今天带了21件衣

服过来，本来想着就是来捐掉的，没想到现
在居然还可以换9件回去，太有意思了。”

来自通用GE的白领钟小姐是特意从
浦东赶来的，“ 女人多少都会有些冲动消
费，换季时买的衣服，放着放着就不喜欢
了。所以家里有很多衣服甚至连吊牌都没
剪掉，这次正好借这个机会清理一下。”
在现场的置换衣架上，记者看到，挂着吊
牌，甚至连备用纽扣都一应齐全的新衣服
并不少见。

对此，活动的主办方表示，希望通过
现场交换与捐赠并举的方式，让都市白领
的生活更加低碳环保，同时也达成帮扶弱
势群体的公益目的。据记者了解，在活动
结束后，所有的捐赠衣物将经过后续分拣
清理消毒，之后会在善淘网上进行拍卖，
最终由环保组织捐至贫困地区帮助当地
居民。

本报讯 记者 丁烨 普通人也许很难
想象在一米高度的视线中，上海是座怎样
的城市。为了让更多的残疾人能看到日新
月异的上海风景，昨天上午，一场由市慈
善基金会徐汇分会、虹梅街道共同主办的

“ 公益，大爱无边”轮椅捐赠公益行动在
漕河泾开发区举行。

昨天，来自虹梅街道的几十名社区残
疾人居民坐在崭新的轮椅上笑得合不拢
嘴。由漕河泾开发区内的世界500强企业
TE捐赠的50辆轮椅已经分发到位，今后将
成为这些居民出行的好帮手。据记者了

解，这些残疾人居民平日很少有机会能走
出家门亲眼看看上海的巨大变化。本次获
赠的“ 代步工具”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

“ 出门”的问题。在启动仪式后，残疾人朋
友还去往徐汇滨江和上海海洋水族馆参
观游览。

据介绍，随着本次活动的举行，漕河
泾开发区公益圈也同时启动。虹梅街道相
关负责人表示，社区将探索构建以园区和
企业为主体的公益圈，让开发区内3000余
家企业和20万名职工共同构筑“ 大爱无
边”的公益网络。

“ 希望学成后
对我的工作有更大
帮助。”昨天，56岁
的男护工王敦厚打
开刚刚领到的新教
材，翻阅起来。作
为本市首个家政大
专 班 唯 一 的 男 学
生，他在清一色的
娘子军队伍里显得
格外扎眼。

当天，上海首
届社区管理与服务

（ 家政管理方向）
大专班在上海开放
大学女子学院闵行
区学习中心开班，
这意味着保姆也有
科班生了。据悉，
首 批 招 生 的 30 名
学员参加了开班仪
式，学生的年龄跨
度很大，最小的年
仅19岁，最大的高
龄70岁了。
本报记者 范彦萍

“ 轻生活”公益活动 白领现场捐衣

国妇婴年底增设100张床位
孕产妇预约建卡已开放

获赠50辆轮椅 残疾人士一米高度看上海

昨天上午，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
幼保健院举行建院60周年庆典，中国福
利会主席胡启立、上海市市长韩正致信
祝贺。

1952年9月18日，宋庆龄主席以她获
得的“ 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10
万卢布，创办了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
保健院。60年来，保健院从仅有50个床位、
单一的产科，发展到今天学科齐全、拥有
370张床位、集医疗、保健、科研、教学为一
体的三级甲等妇产科专科医院。共有超
过30万名新生儿在保健院出生，各项医疗
指标均达到发达国家先进水平。

中福会国际和平
妇幼保健院建院60周年

》相关

本报讯 记者 刘昕璐 2012年上海市
教育发展基金会特殊教育基金奖教金颁
发仪式，近日在上海市聋哑青年技术学校
举行，以此来勉励盲校和聋哑青年技术学
校两校的教职员工继续用博大的胸怀和
温暖的爱心精心培育残障少年儿童。经评

选和审定，今年共有19位老师获得一等
奖，42位获得二等奖，127位获得三等奖，
奖教金的总额为42.42万元。

据悉，该奖教基金自2003年设立以
来，已累计奖励优秀特教工作者逾2000人
次，资助总额达400余万元。

特殊教育奖教金颁发给胸怀博爱的老师

学员们学习为婴儿洗澡穿衣。 本报记者 吴恺 摄

《 社会学概论》、《 公关与社交礼
仪》、《 开放学习入门》 ⋯⋯拿到崭新的
教材，王敦厚迫不及待地翻看了起来，

“ 要学的东西蛮多吗。”王敦厚的老家在
徐州，来到上海后他在闵行中心医院消
化科当护工，初中学历的他一直有充电
的想法，这次得知家政大专招生的消息
后，就立马赶来报名，没想到成了全班唯
一的一名男学生。记者打趣他在“ 万花丛
中” 会不会有压力，他觉得性别不是问
题，学到真本事才是要紧。“ 我觉得学成
后应该对我有很大帮助。”

全班最小的学生是1993年出生的姚
小兰，小兰刚高中毕业，平时在便利店打
零工，她想要深造但觉得受限很多。“ 读
完这个班好歹也算是大专学历吧。”虽然
大伙都提醒她当家政员很苦，但她已然
做好了思想准备，“ 我愿意。到办公室当
白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些冷漠，我不
喜欢这样，今后我会考虑做《 超级保姆》
节目里那样的好保姆。”

与小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白发苍苍
的王雯含，王阿婆已经70岁高龄了，最近
刚开了一家保姆介绍所。前来学习的原
因是希望“ 恶补家政理论和政策”，王阿
婆的经历很丰富，当过幼儿园园长，搞过
房产中介，她笑称自己是“ 学一天是一
天”。

坐在阿婆不远处的是全班英文最好
的学员汤文霞，小汤做涉外家政六七年
了，目前工资是月薪5000元，但她坚信等
学成后，工资肯定会有所上涨。在所有的
课程中，小汤最喜欢《 公关与社交礼
仪》，“ 这个对我们涉外家政员很重要，
我们的举止、礼仪直接关系到老外对我
们的看法。”

据悉，首批30名学员主要由三部分
人员组成：正在从事家政服务工作的从
业人员占60%；医院的护理人员占32%；
家政公司负责人占8%。学员中最小的19
岁，最大的72岁，值得一提的是其中有1
名为男性。

学员素描：大叔、奶奶、萝莉都来学家政

课程解读：76个学分，技能、实训都不容易
要成为“ 家政科班生”，除了要学习

理论外，实践也非常重要。第一堂课教的
是新生儿护理，在老师的辅导下，一些学
员迫不及待地切磋起来。据介绍，第一学
期，学员需完成家政服务概论、公关与社
交礼仪、社会学概论等专业课，共14个学
分。“ 毕业的学生每个人都要取得家政
服务高级职业资格证书以及育婴师职业
证书。届时，我们会安排学生进行家政、
母婴护理、育婴师、保育员四大类职业的
实习。”女子学院项目部主任徐宏卓介
绍说。

记者了解到，社区管理与服务（ 家政
管理方向）大专班，是上海开放大学女子
学院成立以来自主策划、设计、招生的第
一个学历培训班，以培养高端家政服务
人员为目标。该专业理论课注重提升学
员的综合素养，重点提高学员分析问题、

与人沟通、管理团队、资源整合的能力；
技能课注重提高学员在一线家政服务岗
位上的服务技能，重点在烹饪、保洁、护
理、家庭教育四个领域。在为期2年半的
学习时间里，每位学员需要完成最低76
个学分的学习任务，除12门必修课、19门
选修课外，还将在幼儿园、医院等上海开
放大学女子学院的10个教育实践基地参
加实训。

鉴于首批学员以家政服务人员为主，
为了鼓励和支持她们参加学习，市妇联和
上海开放大学均推出了学费减免及补贴
的措施。上海开放大学第一学期为每位学
员减免了300元学费，市妇联在此基础上
又为每位学员提供5个学分共计600元的
学分补助。此外，学员也可以凭相关专业
的中级、高级职业资格证书抵扣学分，抵
扣的学分不需要再支付学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