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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的经验和做法,又注意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达致了先进社会工作理念
和本土化经验的对接。全书篇幅不大,却涵盖了社会工作专业的各个领域,
尤其是对社会工作基本概念的剖析,至今无人能望其项背。与当今国内流行
的多种社会工作教材相比,蒋旨昂的《社会工作导论》无论是在结构设计方
面,还是在内容阐述方面,都毫不逊色。

策划编辑
 

/
 

刘 军

责任编辑
 

/
 

藕 园 刘 军

装帧设计
 

/
 

徐 蓉

出版发行
 

/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
 

上海市梅陇路130号,200237
电话:

 

021 64250306
网址:

 

www.ecustpress.cn
邮箱:

 

zongbianban@ecustpress.cn
 

印  刷
 

/
 

江苏苏中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890mm×1240mm 1/32
印  张

 

/
 

4
字  数

 

/
 

72千字

版  次
 

/
 

2019年2月第1版

印  次
 

/
 

2019年2月第1次

定  价
 

/
 

6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华彩百年文章传道
 

风云世纪专业流芳
  

谨以此丛书纪念中国社会工作百年历程
  

谨以此丛书纪念中国社会工作恢复卅年





书书书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徐永祥　何雪松

执行主编　彭秀良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志中　王春霞　刘　振　肖　萍　张岭泉

张学东　林顺利　党共亮　郭儒鹏





丛书总序

20世纪初,社会工作作为一种专业被引入中国,到今天已经

有了百年历史。中国社会工作的百年发展史跌宕起伏,映射出近

代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与政治变动情形。

20世纪80年代后期,沉寂了30多年的社会工作在中国内地

恢复重建,当时仅有4所高校开设社会工作本科专业。经过近30

年的发展,现在已经有300多所高校开设这一专业,100多所高校

招收社会工作专业硕士,已经形成从专科、本科到硕士、博士、博士

后的完整人才培养体系。与此同时,社会工作实务也渐次开展起

来,到2017年年底全国已经注册成立了近7000家提供专业社会

工作服务的社会服务机构,基本涵盖了社会工作的各个实务领域。

可以说,社会工作作为一种专业制度安排,在中国内地已然获得高

度认可。

回顾近30年中国社会工作的恢复重建历程,我们能够看到一

条清晰的发展线索:
 

从最初的“拿来主义”到生成本土理论和实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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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的前10年,中国社会工作从课程

体系、教学体系到实务操作,基本上照搬了我国香港、台湾地区以

及欧美国家较为成熟的模式,也出现了“水土不服”的现象。但是,

中国社会工作学术界和实务界没有忘记探索自己的道路,并取得

了一定成果。

从1998年开始,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组织编写社会工作系

列主干教材,跨出了学科自省的步伐。2001年,王思斌教授提出

了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命题,倡导并鼓励人们根据中国的国情、政

情和社情进行社会工作教育模式和实务模式的探索与理论提升。

在“本土化”导向的驱动下,中国社会工作学术界和实务界努力挖

掘“传统资源”,检讨“西方学说”,总结“中国经验”。

作为一家以社会工作图书出版为特色之一的出版单位,华东

理工大学出版社一直致力于社会工作“本土化”图书的编辑出版。

这次推出的“中国社会工作史料汇编”(第一辑)包括6种图书:
 

《社会工作导论》(蒋旨昂著)、《现代社会事业》(言心哲著)、《医院

社会工作》(宋思明、邹玉阶著)、《精神病之社会的因素与防治》(宋

思明著)、《社会救济》(柯象峰著)、《社会事业与社会建设》(复旦大

学社会学系编)。这些著作均为民国时期的出版物,代表了民国时

期社会工作理论研究和实务经验的最高水准,具有极大的出版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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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社会工作学者们通过“参与式行动

研究”模式,即作为集理论研究者和政策倡导者于一体的角色深入

实践开展专业社会工作,成为推动新的社会服务体系建构、社会组

织发展和基层政府社会职能转变的重要力量。“中国社会工作史

料汇编”(第一辑)的推出,可谓恰逢其时,能够为中国社会工作学

者的进一步探索提供别样的视角和有益的借鉴。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社会工作学者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继续深入开展理

论建构与实践建构,积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的社会工作理论体系和实务模式,以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的社会发

展、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实践,更好地服务于提升我国软实力与国

际话语权的建设实践。

愿这套丛书能够更好地助力新时代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

徐永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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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书 导 读

与其他活跃于1949年以前的中国社会学家不同,在迄今为止

出版的所有辞书里面,都找不到关于蒋旨昂的任何记载。2010

年,一直关注华西大学校史的金开泰老先生出版了一本名为《百年

耀千秋》的书,才为我们提供了一份较为翔实的蒋旨昂传记资料,

但也只有短短的千余字。其实,在20世纪40年代,蒋旨昂在中国

社会学界的名气是很大的,他以写作《社会工作导论》和从事“社区

政治”研究闻名于社会学界。

一

蒋旨昂又名蒋青立,1911年10月22日出生于河北省丰润

县。曾在杭州上小学,后又在北平汇文中学完成初中和高中学业,

1930年考入燕京大学社会学与社会服务学系学习社会学。在燕

京大学读书期间,蒋旨昂还在燕大开办的清河实验区担任社会服

务股股长,那是他从事农村社会调查和社会工作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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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改造农村社会的所有实验区里,只有燕

京大学主持的清河实验是真正意义上的专业社会工作实践,因为

参加实验的人员均是受过社会学专业训练的燕大师生。清河实验

区的社会服务股主要负责儿童工作(儿童教育、儿童健康)、妇女工

作(妇女教育、妇女手工、家事改良)和社会教育工作(壁报、旬报、

图书馆及平民学校)。在这样的氛围里,蒋旨昂肯定受到了良好的

专业训练。

1934年出版的第8卷《社会学界》刊登了蒋旨昂的一篇调查

报告———《卢家村》,应该是他在燕大求学期间完成的。卢家村当

时隶属于河北省的昌平县(今北京市昌平区),距离清河实验区很

近,故而蒋旨昂才有机会对之进行了为期长达一年的实地调查。

他的调查不是走马观花,而是住在村子里,真正实现了与农民“同

吃、同住、同劳动”,所得到的资料很丰富也很真实。当下不少研究

民国时期华北农村的论文,仍然以《卢家村》的记载为原始资料,可

见其学术价值之高。

1935年夏天,蒋旨昂从燕京大学毕业,赴美国西北大学留学,

主修社会学,1937年获得文科硕士学位,在游历了加拿大、英国、

法国、德国、丹麦、瑞典、苏联等国后,于当年冬天回到国内。此时,

抗日战争的烽火已经燃遍华夏大地,蒋旨昂只好到大后方去从事

教学与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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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蒋旨昂任华西协合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当时以研

究边疆为宗旨的组织主要有三个,即华西边疆研究会、中国边疆学

会、华西大学边疆研究所,既互相配合又各自独立地开展调查研

究、实地考察、主办公开演讲、举办文物展览、出版刊物等,表现出

边疆研究的繁荣景象。华西大学边疆研究所有计划地派出研究人

员到边疆进行实地考察,或收集材料、文物,多次举办边疆文物展

览,并写成调查报告或论文、专著发表。1943年1月12日至3月

16日,蒋旨昂与李安宅的夫人于式玉一起被派赴西康省黑水地区

进行考察。黑水虽属于理县,但交通闭塞,自然条件极为恶劣。历

经两个月的艰辛,蒋旨昂收获了大量一手资料,回来后写成《黑水

社区政治》一书,成为其“社区政治”研究的开山之作。1943年,蒋

旨昂对重庆附近两个乡的调查,催生出一本很有深度的理论著

作———《战时的乡村社区政治》,194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来

还获得了国民政府教育部学术三等奖。在担任华西协合大学社会

学讲席的近10年时间里,蒋旨昂努力进行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探

索,除“社区政治”研究之外,还有《社会工作导论》的问世。虽然

《社会工作导论》的篇幅不大,却涵盖了社会工作专业的各个领域,

尤其是对社会工作基本概念的剖析,至今无人能望其项背。

1950年1月,成都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对华西协合大学实行军

管监督,帮助学校建立新秩序,蒋旨昂被推选为华西协合大学教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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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联合会主席。次年,华西协合大学被收归国有,改名为华西大

学,蒋旨昂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但1952年高等院校院系大

调整,社会工作专业被砍掉,华西大学也由原先的综合性大学变成

了高等医学院校,并更名为四川医学院。百般无奈的蒋旨昂只好

改行教英语,做行政工作,职务是总务长。

思想改造运动对蒋旨昂的冲击不是很大,因为他的社会地位

并不曾下降。他曾任成都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全国第一次教育工

作者代表大会代表、川西地区第一届特邀人民代表、成都市政协常

委。1956年,蒋旨昂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任民盟四川医学院支部

委员。1957年,他又列席了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亲耳聆听了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然而,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

命”中,蒋旨昂也未能逃脱受迫害的命运,遭受了非人的待遇,不幸

于1970年3月8日在四川医学院附属医院逝世,享年58岁。

1980年1月18日,蒋旨昂追悼大会在四川医学院举行,该院

负责人在悼词中高度评价蒋旨昂对工作兢兢业业的态度:“解放初

期,在党的领导下,参加学校行政管理工作,不辞劳苦,积极努力,

为做好我院接办准备工作起了积极的作用。以后,在负责的教务

行政和后勤工作中,认真学习并积极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对

工作一贯勤勤恳恳,严肃认真,讲求实干,作风深入。在贯彻勤俭

办校的方针中,注意勤俭节约,认真执行财经制度。同时,对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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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建设和实验室的改进、仪器设备的充实花了不少心血,做了

许多工作。二十多年中,蒋旨昂同志在党的领导下,为办好社会主

义医学院,在教务行政和后勤工作中,付出了辛勤的劳动。”①虽然

是肯定的评价,但是丝毫没有涉及蒋旨昂的社会学成就,这不能不

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

二

中国社会学史研究专家杨雅彬在《近代中国社会学》一书中这

样写道:“民国二十九年(1940)国民党政府社会部的成立,对人才

的需求才引起社会学界的注意,各校增加社会事业与社会行政科

目,这方面的著作也日渐增多……其中蒋旨昂的《社会工作导论》

具有学术上的意义。吴榆珍的《社会个案工作方法概要》是中国第

一部个案工作之书。内容比较充实的是张鸿钧主编的《社会行政

概论》,但署名为孙本文等。而内容最翔实的是言心哲教授精心撰

写的《现代社会事业》一书。”②杨雅彬说《社会工作导论》“具有学

术上的意义”,当是指这本书奠定了国内社会工作基础教材的编写

体例而言。

与当下国内流行的多种社会工作教材相比,蒋旨昂的《社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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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导论》无论在结构设计方面,还是在内容阐述方面,都毫不逊色,

只是篇幅显得短小。在《自序》中,蒋旨昂交代了节约文字的必要

性:“本书尽量减少事实之报告,不仅为了战时篇幅之节约,也求其

提纲挈领而清眉目。至于已经从事社工者,每天工作上的繁重手

续,琐细节目,实在够他们忙了,所能抽出的余暇必不为多。为了

他们,更要钩玄提要,以省阅读时间。”虽然篇幅短小,但是蒋旨昂

试图以之建立中国社会工作体系的努力却昭然若揭。

从全书结构来说,以阐述社会工作的基本概念与学术地位为

开篇,以社会工作与社会学的关系为终篇,中间讨论了社会工作的

三大方法、社会行政、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等内容,体系上的完备不

言自明。在论述依据的选择和实务资料的举例方面,既注重国外

较为成熟的经验和做法,又注意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达到了先进

社工理念和本土化经验的对接,尽管这种对接还称不上是“无缝”

的。基于这些理由,我认为,蒋旨昂建立中国社会工作理论体系的

意图是非常明显的,而且确实也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

第一,对有关社会工作的几种基本概念做了专门讨论,最后确

定了选用“社会工作”这一专业术语,并对其他的关联术语做了严

格的界定。他说:“所谓社会工作、社会服务、社会事业、社会福利

乃至社会行政、社会建设,只是同一内容之相异的名词罢了,有些

甚至只是同一事实之不同的译名罢了,随便应用,都无不可。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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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以为一个名词应该代表一个确定的概念;同时,一个概念应该有

一个确定的名词来标明。”这段话表明了蒋旨昂在学术上的严肃态

度,与言心哲讨论基本概念时的出发点如出一辙。为了讲清楚各

个概念间的相互关系,蒋旨昂给出了一幅示意图,以层层递进的格

局清晰地揭示了从社会需要起步,到完成社会建设的社会工作过

程。蒋旨昂认为,社会工作“是一种发展社会化,以培育个性的过

程”,以过程的观点来给社会工作下定义,很有深意。我们现在耳

熟能详的社会需要、社会政策、社会建设、小康社会等,正是蒋旨昂

当时所着力分析的基本概念,阅读时不能不加以高度关注。

第二,强调社会调查与研究对于社会工作的意义,并给出了几

条基本原则。蒋旨昂将社会调查与研究称为社会研习,在于强调

“动的过程”,并且注重其应用性。为说明社会研习的重要性及其

价值,蒋旨昂给出的实例均为国内最近的资料,昭示了力图使社会

工作本土化的努力方向。而对于社会研习如何去做,他提出了“普

遍化、区位、站队化、联系化”的原则,但是实用性很差,这也是本书

的缺陷之一,读者不可不认识到这一点。

第三,清晰揭示了社会工作三大方法的内涵及适用范围,并讨

论了社会行政的作用与原则。个案工作、团体工作、社区组织工

作,被视为社会工作的三大方法,蒋旨昂对每一种方法都用了一章

的篇幅来介绍,突出显示了他对社会工作实用性的重视。但是,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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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方法都有它的适用范围,蒋旨昂特别提醒大家注意这一点,目

的自然是强调各种方法的配合运用。对于新兴的社会行政,蒋旨

昂也是当作社会工作的一种方法来阐述的,并且突出了社会行政

与一般行政的不同之处。

第四,简要讨论了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地位、原则、内容和方

法,提出了专业课程设置的意见。蒋旨昂指出,社会工作专业教育

应以“训练”“服务”“研究”三者合一为最高原则,并对大学社会工

作学系主干课程和具体科目的设置进行了列举。蒋旨昂特别提起

社会研习的重要地位,强调一定要为社工学生准备研习场所。我

个人认为,蒋旨昂所用的社会研习的概念要比现在的社会工作实

习的概念高明一些,因为社会研习更加凸显了社会工作的探索性

质,也就是更加注意不同个案独特的一面。而社会工作实习则更

像按部就班地走程序。究竟使用哪个术语更好,我们可以一边读

着蒋旨昂的著作,一边思考。

三

《卢家村》是蒋旨昂在燕京大学求学期间完成的一篇调查报

告,刊载于《社会学界》第8卷(1934年6月出版)。该刊编辑在文

前配发的按语中写道:“他没有大学生及城市人的傲慢心理和行

为,他时常住该村和村民交朋友,有极密切的友谊,他在村民家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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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吃过,参加过他们的婚丧仪式。在这样熟悉的情形之下,所得

的材料自然是可珍贵的,而不是通常一般彼此隔膜的正式的调查

所可比拟。”蒋旨昂在卢家村住了一年多的时间,深入这个只有

255人的小村庄,与村民一同生活,才获得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对于一名大学生,尤其是那个时代的大学生而言,农村生活的

艰苦是难以想象的,也是很难接受的。曾主持平教会定县实验区

的李景汉就对进入农户调查的艰辛印象极为深刻:“记得初到翟城

村时,我去一户农家,那家人为对我表示尊敬起见,烧水泡茶,并拿

出久已不用的茶壶、茶碗,上面积了一层厚厚的灰尘。那家人用一

条又脏又黑的毛巾反复擦亮,倒上茶水请我喝。当时我从卫生学

的角度想,里面不知道有多少细菌。但是我又想,若做社会调查,

就要与民众打成一片,这杯茶就必须得喝,否则,就不用做社会调

查,明天就收拾行李离开定县。我想了半天,农民是人,我也是人,

我为什么不能喝? 一咬牙,一口气喝了下去。”①是啊,如果不能取

得农民的信任,哪里能够得到真实的材料呢? 蒋旨昂虽然没有给

我们留下他在卢家村调查时遇到的有关生活和心理上障碍的文

字,但是我相信,他也是经受了一番脱胎换骨般的磨炼。在信息流

通极其顺畅的今天,李景汉、蒋旨昂等人埋头农村,进行深入细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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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的精神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并发扬光大。

做好社会调查,除了细致认真的精神以外,还需要有娴熟的技

术与科学分析的本领。蒋旨昂对卢家村细腻的观察与透析本质的

高超能力,在这篇调查报告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比如,对于大家印

象中几成定势的农村大家庭制度,蒋旨昂就持否定态度,他认为大

多数家庭是家长和未婚子女或家长和他的残缺父母同居,家长和

已婚儿女居住在一起的情况并不常见。在该村55个家庭中,以父

母和未婚子女组成的1.5代家庭最多,有27家,占家庭总数的

49.1%;如以行系而言,家主及其直系亲属为1行,非直系亲属为

异行,则以1行的家庭最多,有43家,占家庭总数的78.2%,也即

“家主没有兄弟同居的为普通”,“一对无兄弟同住的夫妇,和他们

的未婚子女同住的家为最多”。蒋旨昂并且预测:“因为分家风气

的盛行,八九口乃至十几口的家,将来是否仍能多见,就是问题。”

分家使得家庭规模和类型往往不是固定为一种家庭模式,而是流

动的,譬如由一个核心家庭发展为直系乃至复合大家庭,但经过分

家析产,又返回到经济分散的核心家庭,由此阻遏了家庭人口规模

的扩大趋势。他从实地调查中得出的这个结论,推翻了许久以来

人们的猜想,即中国是一个大家庭制度盛行的国家,由此也超出了

纯粹社会调查的意义,而具有了学理上的价值。

搞好社会调查,既要忠实于实地得到的数据,又要对数据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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