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都某催乳师培训机构，学员正在练习催乳前的按摩。

人社部门：
暂无“催乳师”认证
未来不排除
纳入“职业大典”

一边是市场需求火
爆，一边是行业管理缺乏
规范。据成都某医院产科
医生介绍，目前市场上的
催乳师良莠不齐，很多都
是通过发小广告、宣传单
或者家政公司推荐的形式
来招揽生意，到底效果如
何，很难界定。因为属于
新兴的行业，目前没有专
业的标准，而这一行的资
质认定也几乎是空白。“国
家应该从行业上进行规
范，毕竟现在的市场需求
量这么大。”该医生建议。

那么，到底四川省各
市州的情况又如何呢？华
西都市报记者咨询省、市
各级人社部门多位相关人
士了解到，在国家的职业
大典中，数千个职业并没
收纳“催乳师”这一职业，
目前也未颁发“催乳师”的
职业资格证书。

与之相关的职业资格
证书，只有家政行业的“育
婴师”以及“保健按摩师”。
目前全国有个别省份正在
试点该岗位的从业培训。
人社部门表示，不排除未来
将“催乳师”纳入职业进行
规范。

华西都市报记者 李秀江
摄影 雷远东

权威说法权威说法/

110巡警在现场了解情况。

某培训机构被投诉颁发
的催乳师证缺乏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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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证更靠谱
日进千元比月嫂挣得多

在这起培训证纠纷中，学员张女士
是一个有着近10年经验的月嫂，她拥有
人社部门颁发的“育婴证”及“保健按摩
师证”，是目前市场上并不多的双证齐全
的月嫂。华西都市报记者调查发现，像
张女士这样的月嫂，普遍收入都达到了
上万元，而且还需要提前预约。在前往
中宾学院的路上，有人欲聘请张女士，被
告知“档期”要等到明年三月以后了。

为何一个月入过万、供不应求的月
嫂，仍然如此在意一个“催乳师”证件
呢？张女士说，主要是有些客人会问她
有没有证，让她觉得有些尴尬。

有证不仅让客人放心，而且价格更
高。记者在多家妇女儿童保健医院调
查发现，催乳师服务按次收费，1次约1
小时收费300元至400元左右，若“持
证”的价格则高达600-700元，夜间上
门服务可能收费上千。

在某妇女保健院育婴岗位上退休
下来的陈女士，从事催乳工作8年。60
多岁的她，一天最少可接到四五个孕
妇，多的八九个。繁忙的背后是可观的

收入。“都是熟人介绍，还没咋宣传。”陈
女士说，儿媳妇刚刚坐完月子，正打算
让她接班。

生意好不好
靠口碑不如说靠“抢”

收入可观，加上政策的影响，越来
越多的人加入到了“催乳师”行业中来，
甚至还有男士进入。此前，媒体报道的
男士催乳师曾引发不少争议。

种种的背后，也让这个行业竞争十
分激烈。“生意好靠口碑不如说靠抢！”
这句催乳师的行内话，似乎也印证了这
一点。16日一大早，在成都市区某妇女
儿童医院的产妇病房门口，一群包里揣
满了宣传单的中年妇女守在大门口，保
安刚把门打开，一群人就蜂拥而入，给
孕妇及家属发放催乳师的宣传单。一
天下来，不少孕妇的床头抽屉，就能拿
出一小摞宣传单和卡片。

实际上，因为催乳并非每个孕妇的
必须，更多时候遇到了哺乳障碍才临时
需要。“根本没法辨别哪个好哪个坏，只
是凭宣传单的感觉，有证的话，感觉更
靠谱一些。”孕妇林女士说。

在自贡市贡井区龙潭镇，人们
每天都可以见到一位身着白大褂、
肩挂红十字药箱、骑着两轮摩托车
的憨厚壮汉，在乡间田野穿梭疾
驰，在田坎地头为一方老百姓行
医。他就是当地著名的“赤脚医
生”钟秀平。

今年52岁的他是龙潭镇中坝
村卫生站站长，出生于贫困农家，
偶然间迷上了医疗，从此一发不可
收拾。后来，因为摔伤身体饱受折
磨，他便选择了学医从医这条路。
从1986年开始，他开始为附近乡
邻服务，这一干就是30年。

健康“保护神”：
田坎地头行医坚守30年

30年来，钟秀平不计时间、不
计报酬地为乡亲治病、送药上门，
常常是收回几块钱的药钱，还不够
开车往返的油费。为方便老百姓
就医，他干脆把自己的电话号码公
布在卫生站和药袋上，患者一个电
话，他无论白天、黑夜，都会赶到病
人身边看病。难怪乡亲们都对钟
医生情有独钟，夸他是百姓身边的

“及时雨”，健康生活的“保护神”。
2003年，他被评为荣县人民

政府表彰抗击非典先进个人；2007
年，被自贡市政府表彰为优秀乡村
医生；2009年，被国家卫生部表彰
为全国优秀乡村医生；2016年，被
贡井区政府表彰为“公益之星”。

公益先行者：
志愿服务乡里全家献爱心

2013年12月，由自贡第三人
民医院副主任医师罗南渝发起组
织的自贡阳光医疗志愿服务队成
立，钟秀平报名成了第一批队员，更
成为这个团队不可或缺的骨干。两
年多来、40多次的下乡送医送药公
益活动，他从来没有缺席过，和这支
队伍一起走遍了贡井区的所有11
个乡镇。

活动之余，钟秀平还对口帮扶
龙潭镇道澄村困难户谢大婆、成佳
镇高梯村贫困户谭明仙等，为困难
户捐款、上门看望慰问、送医送药、
联系落实低保等都有他的功劳。

去年3月和今年3月，阳光医
疗志愿服务队和贡井区表彰的“阳
光公益之星”名单中，钟秀平都榜
上有名。他还经常带着家人参加，
身为医生、护士的女婿、女儿，以及
读书的小儿子，都经常来帮助钟秀
平献爱心。有人说，钟秀平一家就
是名副其实的公益家庭。
华西城市读本记者 刘恪生 摄影报道

身边雷锋
时代榜样

争创“岗位学雷锋先进集体”
争当“岗位学雷锋敬业标兵”

“赤脚医生”行医30载
“急救电话”写上药袋
随叫随到

起底催乳师培训乱象：
吹嘘人社部颁证 12天速成

记者登录中国国家培训网的
官网看到，网站介绍称成立于2000
年6月，是经原国家人事部批准建
立的国家级培训专业网，现由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信息中心和北
京飞利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责
业务指导……

那么，这个网站真的如干女士所
说的是国家人社部下属机构办的网
站吗？就在学员与干女士在协调时，
华西都市报记者两次拨打了该网站
预留的北京联系电话。电话里，两名
工作人员都明确表示，该网站不是人
社部办的，也并非是国家事业单位，

只是一个私人公司办的网站。
一个网站有没有权限颁发这

样一个证书呢？该网站工作人员
解释：“这只是一个岗位培训合格
证书，与一般的教师资格证不同，
它不是一个职业资格证书。”这个
证书是否全国有效，该工作人员坦
承：“证书可以在我们网站上查得
到，有没有价值得看各个培训机构
在各省的影响力。”

核对了证书的来历以及网站
的性质，学员当场拨打电话报警。
截至16日晚截稿，学员们没收到中
宾学院的退款回复。

二孩政策放开后，一个小众的
职业——催乳师一时间备受追捧，
成为炙手可热的“吃香职业”。按摩
1小时，收费少则三百，高则近千，轻
轻松松月入过万元。让人垂涎欲滴
的好收入、前途一片光明的行业，吸
引了不少人甚至白领，加入到催乳
师的行业中来。

短期疯狂的膨胀，加之缺少行
业的规范，催乳师行业乱象丛生：

每天清晨，各大妇幼医院门口，
揣着一大包宣传单的催乳师，蜂拥
而入，场面如超市大妈抢新鲜菜一
般；巨大的市场需求，催乳师速成班
遍布各大培训机构，宣传噱头十足：
10天速成，人社部颁证，全国通用！

华西都市报记者连日调查发
现，催乳行业良莠不齐，亟待规范。
产妇选用催乳师时务必擦亮眼睛，
而准备着入行挣大钱的“准”催乳师
们也一定要摆正心态，否则可能将
“竹篮打水一场空”。

“催乳师”
火到什么程度？

●二孩政策放开，迅速成为炙手可热的职业
●资深从业者月入上万元，而且需提前预约
●“催乳师速成班”遍地开花，宣传噱头十足

“催乳师”
乱到什么程度？
●说好的人社部“催乳师证”，却是网站颁发
●有人买来假证冒充，穿梭于各大医院挣钱
●有些催乳师鼓吹按摩可治乳腺炎险酿大祸

日进斗金日进斗金 蜂拥入行蜂拥入行

速成的“催乳师”
“封闭培训12天，学费4980元，获得国家高级催乳师证书。”噱头

十足的培训广告令一些准备进入催乳师行业的人十分心动，然而参
加培训后，她们拿到的并不是事前说好的人社部颁发的国家高级催
乳师证件，而是一家网站颁发的。

事件/
交4980元培训12天 “催乳师”持“证”上岗

张女士20多岁，都江堰人，因
为听说一个亲戚在成都做催乳师，
月入上万元，她心动了。毫无相关
经验的她，在网上众多的催乳师速
成培训班广告中，看中了成都一家
名为“中宾学院”的培训机构。这家
学院的宣传语十分诱人：封闭培训
12天，学费4980元，获得国家高级
催乳师证书。“学成后半个月就可以
把学费挣回来了，真不错！”张女士
说，为了一探真假，她和几个朋友还

专门到该学院位于成都春熙路附近
一栋写字楼的培训场所“考察”了一
番。“当时有10多个学员在上课，感
觉很正规。”张女士介绍，负责招生
的干老师一再强调，“只要参加了培
训，就可以获得国家人社部颁发的
高级催乳师证，全国都认的。”张女
士说，报名者都看中了人社部颁证
这一点。当时她报名的培训班是6
月班，一期的学员约20人，后来的
人都排到七八月班去了。

9月中旬到10月初，6月班、7
月班的学员经过12天的培训后，陆
续拿到了“催乳师”证。

就在一个多月前，学员群里
有人说，在国家人力资源与社会
保障部的网站上，并未查到该证
书的信息。“证书是假的！”消息逐
渐在学员中蔓延开来。学员们还
发现，学院发的岗位培训合格证

书，6月班和7月班证书封面的颁
发机构截然不同，前者是“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国国家培训
网”，后者为“中国国家培训网”。
打开证书内页，钢印均为“中国国
家培训网”。“说好的人社部颁发
的证件，怎么成了一个网站颁发
的呢？”学员感到非常纳闷，并提
出质疑。

“说好的人社部颁证，却是一个网站颁发的”

调查/
探访培训机构：“国家认证”“人社部认可”布满宣传墙

11月 15日，记者跟随张女士
等6名学员前往中宾学院。

走进该培训机构，一个简易的
教室里，10多名学员正在培训。记
者注意到，教室的墙壁上，张贴着
不少标语，看起来“相当有实力”：
中宾学院是四川获得国家人社部
制定机构授权的催乳师培训机构、
中宾学院的催乳师，均持有国家高
级催乳师证书或国家催乳师资格
证书上岗。

为何证书不能像此前承诺的，

在国家人社部可以查得到？中国
国家培训网又是什么来头？

面对学员的质疑，此前一直
负责收费的干女士一再强调：“证
书是国家人社部认可的，全国都
可以通用，中国国家培训网则是
人社部下属机构办的网站，是国
家事业单位！”

为了证实该网站的“正规”，干
女士还特意打开网站进行演示：

“你看嘛，不信你也可以上网查询，
网站肯定是正规的。”

中国国家培训网：“是私人网站、跟人社部没有关系”

火爆的“催乳师”
有证能让客人更加放心，催乳师的高额回报也让很多月嫂转行

或兼职做催乳师。目前的市场行情，催乳师服务按次收费，1次约1
小时，收费在300元至400元左右，若“持证”的价格高达600-700元，
夜间上门服务可能收费上千。

乱象1：
混入医院观摩后收费服务

龚女士不久前生育了二孩，因为奶
水少，她打算找一个催乳师按摩疏
通。然而，形形色色的宣传单令她无
从选择，“没有任何标准，很难选，便宜
的一两百元不敢要，贵的上千块心里又
打鼓‘值不值这个价’。选择好坏，纯属
靠运气。”

这一点，有着七八年催乳经验的陈
女士感触很深。她在保健院上班时，催
乳师还算是一个小众的职业，一般都是
一些产科医生或者一些有经验的育婴
师来做。而这几年，随着需求的旺盛，
有的人甚至在一旁观摩后，也加入到这
个行业中来了。陈女士前不久在一家
医院给一个孕妇做催乳按摩，有几名女
子冒充孕妇家属，在一旁看了许久，不
断询问如此操作手法，没想到一个多月
后，她发现几个观摩的女子已经在医院
来抢生意了，“专业的催乳师，正常的行
情是三百至五百一个小时，除了按摩，
还包括一些喂奶育婴知识和心理的辅
导，而有的滥竽充数的业余催乳师，专
门用低价来破坏这个市场。”

乱象2：
有人速成办证有人假证冒充

在这一批投诉学员中，多数人是想
拿到一个正规的、可以佐证她们专业技
能的“证明”，因此她们选择了一家看上
去靠谱的培训机构，不料事与愿违。而
记者调查发现，情况更糟糕，有的人为
了省一笔培训费用，专门买来假证，穿
梭于各大医院，挣一笔算一笔。

乱象3：
鼓吹乳腺炎可按摩好险出事

事实上，催乳师施行专业手法主要达
到舒经活络、理气活血、贯通气机促进毛
细血管扩张、疏通乳腺管，降低乳腺炎和
奶水淤积导致的乳房不适症状的目的。
然而，一些催乳师甚至鼓吹可以通过按摩
治好乳腺炎。“发现得了乳腺炎一定要去
医院治疗，千万不要相信催乳师可以通过
按摩治好。”有多年经验的催乳师陈女士
说，去年她曾遇到一名孕妇，因为患有乳
腺炎，生了孩子后没有奶水，结果找来一
位催乳师，按了四五个小时，把乳房都按
肿了，孕妇最后发高烧，幸亏及时送往医
院治疗，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混乱的“催乳师”
由于“催乳师”没有行业规范标准，产妇面对十几张宣传单根本

无从下手，“选择好坏，全靠运气。”这些担心有道理，有的“催乳师”混
入医院产妇病房，在一旁观摩了其他人的手法后就入行了；也有人买
来假证捞钱；还有人胡乱指点造成隐患。

看名医种牙直播
享感恩节种牙福利

应医疗服务提升与全民科普
要求，集结全球知名种植体品牌，
为中老年缺牙患者打造“感恩节特
惠专场”活动，并由种植牙名医罗
绍华于20日上午9点举办种植牙
手术直播。预约到场的市民，可真
切的看清多颗种植牙手术过程，现
全城邀请 50名缺牙患者前来参
加，报名电话028-96111。
微创种植技术
种牙不恐惧，晚年更幸福

96111健康热线携手国内外
多位名医，专注中老年人的种植牙
技术研究，根据中国人的口腔特点
与饮食习惯，结合计算机辅助定位
设计，精准评估，个性化定制后期
修复方案，坚持做好每一颗种植
牙，让遭受缺牙痛苦的中老年患者
重享好口福，笑容更自信。
感恩节特惠专场
看名医种牙直播，享种牙福利

本周日上午9：00，特举办种
植牙手术现场直播，同时举行“感
恩节特惠专场”回馈市民朋友，现
在拨打96111报名观看种植牙直
播手术，即可享受：

1、预约享免费口腔检查及拍
片；2、种植牙低至3980元/颗，送牙
冠。 简婷婷

钟秀平正在给村民看病。

成都走马街某培训机构正在给学员上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