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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热行业热 招生冷招生冷

高校家政专业想“火”不容易

相较于以往，这个夏天对家政教育而言
还算“友好”。

早在 6月底，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
促进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的意见》提出，支
持院校增设一批家政服务相关专业。7 月
初，教育部表示将重点做好完善专业结构、
扩大培养规模工作，每个省份原则上至少有
一所本科高校和若干所职业院校开设家政
服务相关专业——迅速收获了一大拨关注
度，登上了热搜榜单。

以湖南女子学院为例，今年该校家政专
业志愿填报率达历史新高 45%，预录 175人，
将是该专业“人气最旺”的一届。

但几家欢喜几家忧，就整体来看，家政专
业招生形势不容乐观，科班出身的家政专业
人才对迅速发展的家政服务行业来说依然是
杯水车薪。不过，这坨“冰”正在融化。

家政专业≠保姆专业

家政专业＝保姆专业？这是一众“吃瓜
群众”的模糊印象，也是湖南女子学院社会
发展与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邵汉清极力想
澄清的概念。

在邵汉清看来，现代家政学是一门旨在帮
助人们树立正确的家庭生活态度，营造和谐家
庭人际关系，掌握必要的生活科学知识和技
能，建设和谐、美满、幸福家庭生活的学科。

1919年，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开设家
政学课程，家政学开始进入我国高等学府。
随后，燕京大学增设家政学系，继而复旦大
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 10余所大学开设了
家政学系，意味着家政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
科步入高等教育行列。进入 21世纪，有 50余

所高校开设了家政专业或家政课程，其中吉
林农业大学、湖南女子学院、北京师范大学
（珠海分校）、聊城大学（东昌学院）等还开设
了家政本科学历教育。

目前，我国在中职、高职和普通本科的专
业目录中设有家政服务与管理、家政学等数
十个相关专业，开设相关专业点达到了 3000
多个。2019年增设了智能养老服务、幼儿保
育等中职专业，新设高职家政服务与管理专
业点72个，同比增长了132%。

其中，湖南女子学院在 2013年新增设家
政学本科专业，这是中西部地区第一个家政
学本科专业，设置在教育与法学系。除了通
识课程，该专业学生要学习家政学概论、教
育学原理、国学基础、家庭信息管理、生活哲
学、现代居家设计、家庭营养学、家庭婚姻学
等专业课程。

“这个专业最初的培养方向，一是私人管
家这样的智慧型家政服务人员，以满足越来
越多的个性化、定制式服务，但这方面的市
场还不成熟，目前主要培养家政公司管理、
家政教育与培训专业人才，即知识型人才，
而非保姆、月嫂等劳务型人才。”在邵汉清看
来，本科层次家政学专业人才还是希望以知
识型为主，逐步过渡到智慧型。

那高职层次的家政学专业呢？以2008年
开设家政专业的四川城市职业学院为例，该
校公共服务学院院长侯志春介绍，家政专业
主要培养高级技术应用型人才，学生需要具
备系统家政学基本理论和相关专业知识，掌
握家政管理、营养调配、社区服务、家庭教
育、家庭礼仪等专业技能，能够护理家庭病
人、老人、儿童、孕产妇和新生婴儿等。

“家政服务人员不只是洗衣做饭，社会更
希望他们能提供全方位服务，例如子女教
育、营养管理、家居装饰、家庭理财等。而这
些难以通过短时间的培训速成，只有经过系
统的专业学习才行。”因此，侯志春认为，当下
家政行业一线服务者素质参差不齐，鱼龙混
杂，亟须专业人士对其进行引导、培训或管
理，从而提升整个行业的质量，而家政专业的
开设既是对社会也是对行业需求的回应。

招生冷热不均

尽管四川城市职业学院早在筹划开设该
专业时就对生源数量并未期望太高，“毕竟当
时‘家政’在社会上的认同度不高，普遍认为

‘家政=保姆’”，但没料想到这一专业的命运
会如此多舛——2008年该专业首届在读学生
36人，2009年 32人，2010年则锐减至 13人，

2011至 2013年停招，2014年 17人，2015年至
今未进行招生。

“当时我们仍然坚持开设该专业，是希望
通过专业系统的培养让家政专业人才真正得
到认可，并满足社会的需求。但报读人数不
多，并且录取后有转专业的，导致每一年级人
数都很少，还停招了几年。”侯志春说。

这并非个例。据央视报道，南京师范大
学金陵女子学院于 2011年设立家政学专业
本科，但专业开办 3 年后，没有招到一名学
生。而国内最早设立本科家政学专业的吉
林农业大学，首届招收的 37名学生，基本是

“服从专业调剂”而来。
相较而言，湖南女子学院还算幸运。自

2013年开设家政学专业以来，这7年间的录取
人数分别为 34、61、49、71、110、117和 175（预
录）。“第一年录取的考生中没有一个是填这个
专业志愿的，都是调剂过来的。”邵汉清记得，
招生时经常有家长打电话来咨询家政专业的
情况，往往只问两个问题：这个专业出来是做
保姆吗？然后就是，进校后还能转专业吗？

“目前开设家政学相关专业的本科院校
不到10所，冷热不均，个别院校因为学科结构
调整等因素已停止招生。”邵汉清保守估计，
现在全国每年家政学本科毕业生不到400人。

家政专业招生难，邵汉清认为，这背后的
原因一是社会，包括考生及其家长，对家政
专业和家政行业的认知存在偏差，觉得家政
专业毕业就是从事保姆、月嫂等服务性质的
工作，加上社会上存在对这些服务岗位的歧
视，比如同样做服务行业，但人们不会歧视
空姐，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只是服务的
时间和空间发生变化；二是家政学的学科归
属并不是很明确，在高校中往往得不到学校
领导的重视。

邵汉清分析，由于我国的家政教育起步
晚，相当长时间不曾培养过家庭服务业的专
门师资，所以目前从事家政教育的教师基本
上是半路出家，缺乏系统的家政学基本理论，
没有扎实的家政基本技能，许多相关的课程
只能由各种相关专业教师担任。比如请教
育学教师讲家庭教育，请医生讲保健，请厨
师讲烹调……家政教育的师资变成了“大拼
盘”，失去了家政学独特的视角与优势。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副司长
谢俐在 7月 5日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曾
表示，每个省份原则上至少有一所本科高校
和若干所职业院校开设家政服务相关专
业。高职扩招专项工作向家政等领域倾斜；
扩大中高职贯通培养招生规模，支持家政服
务从业人员通过高职扩招专项考试、专升本
等多种渠道来提升学历。

也许，这将会给家政教育的发展带来新
的契机。

□孙庆玲 张茜 石佳 白毅鹏 康玺 秦臻

■职通车■

近年来，因学校安全事故等引发的
“校闹”接连发生，近日，教育部、最高人
民检察院、公安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关
于完善安全事故处理机制 维护学校教
育教学秩序的意见》，首次明确八类“校
闹”行为，强调以保险机制为核心建立多
元化的损害赔偿机制，实现“不闹也
赔”，禁止不顾法律原则的“花钱买平
安”行为，向“以闹取利”说不。

首次明确八类“校闹”行为

意见明确八类“校闹”行为，包括殴打
他人、故意伤害他人或者故意损毁公私财
物的；侵占、毁损学校房屋、设施设备的；
在学校设置障碍、贴报喷字、拉挂横幅、燃
放鞭炮、播放哀乐、摆放花圈、泼洒污物、
断水断电、堵塞大门、围堵办公场所和道
路的；在学校等公共场所停放尸体的；以
不准离开工作场所等方式非法限制学校
教职工、学生人身自由的；跟踪、纠缠学校
相关负责人，侮辱、恐吓教职工、学生的；
携带易燃易爆危险物品和管制器具进入
学校的以及其他扰乱学校教育教学秩序
或侵害他人人身财产权益的行为。

依据意见，一旦发生“校闹”，公安机
关要及时出警，依法制止；对于实施“校
闹”行为，扰乱社会秩序、造成他人人身
伤害或财产损失的，要按照治安管理处
罚法的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要按
照刑法相关规定予以惩处。特别是对于
故意扩大事态，教唆他人实施针对学校
和教职工、学生的违法犯罪行为，或者以
受他人委托处理纠纷为名实施敲诈勒
索、寻衅滋事等行为的，要依法从严惩
处。“校闹”行为造成他人人身或财产权
益损害的，要支持被侵权人向“校闹”行
为人追究侵权责任。同时，可以通过联
合惩戒机制，对实施“校闹”、聚众扰乱
社会秩序的人员实施惩戒。

另外，意见规定，对于师生、家长或
者校外人员因其他原因在校内非法聚
集、游行或者实施其他影响学校正常教
育教学秩序行为的，也可以参照处置“校
闹”的办法处置。

保险加基金保障“不闹也赔”

意见强调以保险机制为核心建立多
元化的损害赔偿机制，以实现“不闹也
赔”。即政府财政补贴购买校方责任险，
有条件的可以购买校方无过失责任险，
推动设立学校安全综合险，加大保障力
度；同时引导家长为学生购买人身保险，
有条件的地方可以予以财政补贴；学校
可以引导、利用社会捐赠资金等设置学

校安全风险基金或者学生救助基金，健
全救助机制；并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建立
学校安全赔偿准备基金，或者开展互助
计划，健全学校安全事故赔偿机制。

意见还强调第三方机构在纠纷化解
中的作用，规定各地可以建立学校安全
事故人民调解委员会制度，构建公正、便
捷的处置机制。

责任认定前禁止“赔钱息事”

意见明确禁止不顾法律原则的“花
钱买平安”行为。责任认定前，学校不
得赔钱息事。经认定，学校确有责任
的，要积极主动、按标准依法确定赔偿
金额，给予损害赔偿，不得推诿塞责、

拖延不办。学校负责人或者直接管理
者有责任的，学校主管部门应当依法
依规及时处理、严肃问责。

学校无责任的，要澄清事实、及时
说明。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干涉
纠纷处理。坚决避免超越法定责任边
界，片面加重学校负担、“花钱买平安”，
坚决杜绝“大闹大赔”“小闹小赔”。

意见还规定，学校不得为防止发
生安全事故而限制或取消正常的课间
活动、体育活动和其他社会实践活动。

近年来，学校安全立法呼声较高，
教育部政策法规司相关负责人透露，
教育部门计划推动《学校安全条例》制
定工作。 □任敏

五部门发布五部门发布五部门发布《《《意见意见意见》》》治理治理治理“““校闹校闹校闹”””
以保险机制为核心建立多元化损害赔偿机制

■聚 焦■

“精准助学”助杨凌学子圆梦成才

铁佛店检测站开展“金秋助学”活动

本报讯（张雨萍）近日，省总工会“精准助学”的
首批大学生魏璇以优异成绩被保送到西安交通大
学网络空间安全专业攻读研究生，这一消息让全家
人欣喜不已。

4年前，魏璇被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通信工程专
业录取，是省总“金秋助学”活动之“精准助学”首批
受资助的学生之一，也是这批受助学生中首个获得
保研资格的。品学兼优的她，不但在工会组织精
准、长效、常态化帮扶下顺利完成学业，还获得了美
国大学生数学建模比赛一等奖。

据悉，“精准助学”是陕西省总工会从 2015 年
开始创立的一个助学项目，其帮扶对象必须是考入
211 或 985 高等院校的一本学生，并且为特困职工
家庭子女，品学兼优。在动态跟踪管理下，每年经
过“复核”为每个受助学生发放 5000 元助学金，帮
助其完成四年大学学业。

8 月 20 日，安康市石泉县江南中学 200 余名
师生齐聚操场，举行了 2019 级新生入学教育暨
开营仪式 ，拉开了该校为期 8 天的新生国防军
事教育序幕。 □张磊 摄

8 月 20 日 上 午 ，渭 南 市 潼 关 县 民 政 局 在 秦
东镇寺角营村举办爱心助学金发放仪式。现场
向 5 名贫困家庭儿童发放助学金 7500 元及学习
用品。 □陈青 摄

2019年世界名校赛艇冠军赛暨第三届西安昆明
池国际名校赛艇对抗赛8月17至18日举行。来自20
所中外名校的30支赛艇队云集西咸新区沣东新城昆
明池畔。图为水上芭蕾表演。 □张鹰 摄

本报讯（徐立生 刘汉勇 任丽华）8月 20 日，316
国道铁佛店超限检测站开展“金秋助学”活动，为
即将走进大学校园的 3名职工子女助力，为他们每
人发放助学金 2000元，把关怀送到职工的心坎上。

铁佛店检测站把“关心下一代 共圆大学梦”助
学活动作为每年不可或缺的必修课，今年已经连
续开展了 5年，累计资助该站大学生 12人，体现大
家庭的温暖和组织的关怀，在职工中产生了广泛
影响，受到职工家属的高度赞扬。接受助力的职工
子女纷纷表示要刻苦学习、勇于担当，用自己的实
际行动报效祖国和家乡。

■教育动态■

近年来,因为校园安全事件等原因,
各种“校闹”行为像“医闹”一样频繁见诸
报端,严重影响了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
迫于“校闹”压力,一些教师不敢正常开展
体育教学活动,不敢安排春游秋游和社会
实践活动,甚至不敢正常批评教育学生,
工作积极性严重受损。

“校闹”的深层次危害在于,它会在无
形中破坏校园的“讲理”氛围。学校是教
书育人的场所,是一个教学生讲道理、守
规则的地方。但是,无论是一些人到学校
敲锣打鼓、堵塞大门、毁坏财物,以“闹”作
为与学校博弈、争取最大限度赔偿的手
段,还是一些学校习惯性地“息事宁人”、无
原则地“花钱买平安”,都不利于形成理性
沟通、依法解决争端的社会导向,也不利于
培养学生的法治观念和规则意识。

从《意见》的具体内容来看,相关部门

已经界定了“校闹”的范畴,赋予了法律支
撑,建立了协同机制,规定了部门职责,明
确了处置流程。下一步,深入治理“校闹”
难题,在校园弘扬“讲理”之风,避免科学
的顶层设计在实践中沦为“纸上空转”,还
需迈出关键几步。

“讲理”,首先要明晰责任边界,不能
让学校在争议事件中成为“无限责任公
司”。管理部门要对校园安全的内涵和
外延进行科学精准的界定,明晰学校、家
长、社会等主体的权责范围；处理争端时,
责任界定不能为“紧急灭火”而囫囵吞枣,
要经得起各方质疑、经得起时间检验。
通俗来说,要做到“该背的锅不乱甩,不该
背的锅不背”。

“讲理”,还要破除“花钱买平安”的功
利维稳思维。在一些“校闹”事件中,有的
学校之所以对“校闹”行为无原则妥协,究
其因在于地方党政和管理部门不愿“真
撑腰”。他们担心“校闹”对政绩有损,只
想尽快赔钱息事,让学校、老师无原则退
让。地方党政和管理部门要做坚强的后

盾,和学校一起坚决贯彻执行“有责任不闹
也赔,无责任闹也不赔”的原则,才能彻底
打破“小闹小赔、大闹大赔”的恶性循环。

“讲理”,必须坚持法治思维和法治方
式。无论是哪种形式的“校闹”,无论出于
什么原因,“校闹”本质上是一种违法行
为。治理“校闹”,必须将校园纠纷的处置
纳入法治轨道。这不仅包括事故处置、赔
偿程序及机制,同时也应包括完善的事前
预防、法律服务和调解机制。只有健全安
全风险防范制度,才能从源头上减少“校
闹”行为。

五部门联合发文,刺破“校闹”困局的
利剑已高高举起。希望相关部门在面对
涉及教育的复杂事件和多元矛盾时,要敢
于直面、敢于担当、积极作为,在事件处置
中能讲法治、讲原则、讲公心。也希望基
层教育工作者有胆量、有底气举起法律
武器,维护自身权益,维护教育尊严。如
此,才能让“校闹”消停,维护学校的正常
教育教学秩序,也让校园成为“无理寸步
难行”的模范之地。 □袁汝婷

依法打击“校闹”,让校园成更讲理之地

教育杂谭

8月18日，50名小学生在西安事
变纪念馆参观，接受革命传统教育。
暑假期间，西安事变纪念馆作为全国

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陕甘宁红
色旅游区”重要景点，每日接待游客
近2000人次。 □杜成轩 摄

本报综合消息 科技部、教育部、发
改委、财政部、人社部和中科院日前联
合印发《关于扩大高校和科研院所科研
相关自主权的若干意见》的通知，支持
高校和科研院所依法依规行使科研相
关自主权，充分调动单位和人员积极性
创造性，增强创新动力活力和服务经济
社会发展能力，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

界科技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意见》适用于中央部门所属高校

和中央级科研院所，从“完善机构运行
管理机制”“优化科研管理机制”“改革
相关人事管理方式”“完善绩效工资分
配方式”“确保政策落实见效”等方面出
台具体措施，支持高校和科研院所依法
依规行使科研相关自主权。

科技部等六部门印发通知科技部等六部门印发通知

扩大高校和科研院所科研自主权

本报综合消息 日前，陕西省市监
局、省教育厅、省卫健委联合发出通
知，要求加强秋季开学期间食品安全
监管工作，对在学校食品安全监督检
查、监督抽检和举报投诉中发现的食品
安全问题，以“零容忍”的态度发现一起
严查一起。年底前，所有学校食堂要全
部实现“明厨亮灶”。

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要在开学
前两周时间内，对行政区域内所有学
校和幼儿园食堂、向学校提供送餐的
集体用餐配送单位、校园及其周边一
定范围内的食品经营者开展一次全

面监督检查。组织学校排查食品安
全隐患，重点是食品安全管理机构和
制度是否健全并运转高效；饮用水、
库存食材、环境卫生是否安全；进货查
验、加工制作、清洗消毒、食品留样、从
业人员健康管理、培训考核等制度是
否落实。

通知强调，严查学校周边“三无”
食品、假冒伪劣食品、餐饮具清洗消毒
不彻底等违法行为。对在学校食品安
全监督检查、监督抽检和举报投诉中
发现的食品安全问题，以“零容忍”的
态度，发现一起，严查一起。

陕西“零容忍”监管学校食品安全
年底前所有学校食堂实现年底前所有学校食堂实现““明厨亮灶明厨亮灶””

■政策吹风■

本报综合消息 8月 20日，中国儿童中
心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儿童
蓝皮书：中国儿童发展报告（2019）》。蓝
皮书调查显示，在上学日，平均每个儿童的
校外生活时间分配中，花费时间最多的类
别是做作业（包括学校作业、课外班作业、
家长布置的作业、其他作业），占时 87.85
分钟（其中学校作业平均占时62分钟）。

调查显示，有 60.4%的儿童参与课外
班。其中上学日各类型课外班的选择比例
依次为学科辅导 66.5%、文艺特长 58.2%、
体育特长 53.9%、科技兴趣 35.7%。但到了
周末学科辅导的占比略有增加。“唯成绩
论”一家独大的特征日益淡化，兴趣、成
绩和自信都成为家长和儿童参加校外活
动考虑的内容。

中国儿童上学日：日均作业时长近90分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