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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总序

自20世纪初社会工作专业被引入中国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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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本土理论和实务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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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成。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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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社会工作学者们通过“参与式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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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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谓生逢其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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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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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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读

本书是一本论文集,是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组织编写的,收录了

13位学者和政府部门领导所写的文章,也是民国时期为数极少的

以“社会事业”为主题的学术文集。据该书主编言心哲在《前言》里

所说:“我国在这次抗战以前,曾有几种专门讨论及研究社会学与

社会事业的定期刊物,但都早已先后停刊。据编者所知,迄今欲求

一纯学术性的社会学及社会事业刊物,尚不可得。为弥补这个缺

憾起见,故特发行此书。此后每年能出一本,使我们研究社会学及

社会事业的人有自己的园地可以耕耘。”他们的意图类似于出版一

种以书代刊的学术集刊。但是,言心哲的设想可能没有实现,我们

没有发现后续有类似的出版物。

一

首先我们来看看“社会事业”一词的含义。由于社会工作是一

种“舶来品”,所以如何将来自西方的“Social
 

Work”翻译成与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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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的汉语,在民国时期的社会工作教育界产生了不小的分歧。

最初的社会工作著作均被冠以“社会事业”的书名,如李剑华著《社

会事业》(世界书局1930年出版)、毛起D 8 39 B 8 3 7著《社会事业》(世界书局

1930年出版)、祁森焕著《社会事业大纲》(博闻社1931年出版),

等等。李剑华还指出:“中国最初把‘Social
 

Work’译为社会工作,

社会事业的译名系从日本来的,至于社会事业名称被使用的年代,

只好留待后日去考证了。”①这段话告诉我们一个重要信息,“社会

事业”的译名是从日文转借过来的,只不过不清楚开始使用的

年代。

1944年,言心哲出版了《现代社会事业》一书。这是一本集大

成式的著作,不仅全面地介绍了欧美各国的社会工作发展概况,着

重阐释了社会个案工作、社会团体工作、社区服务工作以及社会工

作人才的训练等问题,而且详细介绍了当时的中国社会工作状况,

并对中国社会工作的未来发展指出了方向。言心哲,别名荣彰,生

于1898年7月,湖南湘潭县人。曾赴美国留学,1928年获南加州

大学文科硕士学位。归国后,言心哲在多所大学任教,出版了一系

列的社会学与社会工作学著作,《社会事业与社会建设》就是他在

复旦大学执教时主持编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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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剑华:
 

《社会事业》,世界书局1930年版,第2页。



在《现代社会事业》一书中,言心哲写道:“‘Social
 

Work’在我

国文字中译为社会事业,似无不当,国立编译馆所翻译之社会学名

词,曾开会讨论,‘Social
 

Work’已多数赞成译为社会事业矣。”①可

当时的实际情形并非如此,“Social
 

Work”的中文译法有很多种,

诸如社会服务、社会工作、社会行政、社会福利、公共福利,等等。

言心哲自己也承认:“不过现在我国,在某种情形之下,或称社会服

务,或称社会福利,或称社会行政,似均无不可(如现在各地所设之

社会服务处,社会部之社会福利司、社会行政计划委员会),而各种

社会服务活动的统称,则似以社会事业为宜。”②

似乎在早期的中国社会工作实务界,使用“社会服务”的情形

更为普遍。1921年开业的北京协和医院就建立了从事社会工作

的专门机构,称为社会服务部,而且这个叫法一直沿用到1952年。

而中国较早建立社会学系的燕京大学,1925年将系名改为“社会

学及社会服务学系”,突出社会服务学的概念,而直到1934—1935

学年度雷洁琼在该系讲授的课程仍然是“社会服务学概论”,但

1925—1930学年度该系已改名为“社会学及社会行政学系”了。

到言心哲《现代社会事业》出版的时候,已没有多少人使用“社

会事业”这个概念,而以“社会工作”为这一专业的专有名称了,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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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言心哲:
 

《现代社会事业》,河北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9页。
言心哲:

 

《现代社会事业》,河北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9页。



出版的各种著作也多以“社会工作”命名。检视一下民国时期以

“社会工作”命名的著作,大致有这样几种:
 

钮长耀著《社会工作

(初稿)》(中央社会部,1940年),蒋旨昂著《社会工作导论》(商务

印书馆,1946年),李安宅著《边疆社会工作》(中华书局,1944年),

宋思明、邹玉阶合著《医院社会工作》(中华书局,1944年)。而在

杂志论文中使用“社会工作”的作品更多,如吴桢的《社会工作是一

种社会制度抑或社会运动》(《社会建设》1948年第1卷第5期)、

范任的《社会工作与大同之志》(《社会建设》1948年第1卷第3

期),等等。1944年1月15日,由国民政府社会部主办的《社会工

作通讯月刊》正式在重庆创刊,由时任社会部部长的古正纲题写刊

名。《社会工作通讯月刊》的创刊,可以看作对这一专业名称的权

威认定,而且这一时期官方制定的有关法规或政策均以“社会工

作”相指称。

从上面的历史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出,社会工作的专业名称在

民国时期获得了广泛认同,或许这也是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工作恢

复重建时专业名称选择的一个原因吧。那么,在本书中,社会事业

就应该等同于社会工作? 其实不然,社会事业概念的外延要大于

社会工作,这从12篇文章的标题中就可以看出来。

除社会事业之外,这本书的主题还包括社会建设。我国社会

建设的思想渊源是很悠久的,但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建设思想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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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却是在20世纪40年代。“中国的现代社会建设与现代化进程

相伴而生,担负着民族复兴和社会转型的重任,至1940年代初步

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社会建设思想,其核心是以解决工业化过程中

的种种社会问题为主要任务,有计划地控制社会变迁,实现社会现

代化。”①其实,中国的现代社会建设思想之所以在20世纪40年代

开始形成,是跟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以及政学两界对于战后重建

的深度关切分不开的。这样一来,探讨社会事业与社会建设的关

系自然也就成了当时社会工作界的重要议题。

二

再来看看13位作者的情况。在这13位作者当中,能够称得

上社会工作学者的仅有言心哲、毛起D 8 3 9 B 8 3 7、张鸿钧、谢徵孚、孙本文等

5人,其余都是其他方面的专家。言心哲的情况前面已经介绍过

了,谢徵孚和毛起D 8 3 9 B 8 3 7的资料很缺乏,只知道谢徵孚是湖南人,留学

法国,曾任教于中央大学;毛起D 8 3 9 B 8 3 7是江苏人,也在中央大学社会学

系教过书,除《社会事业》以外,他还出版过一本《社会学》(正中书

局,1943年)。

张鸿钧,字秉衡,1901年9月24日出生于直隶宛平县(今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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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丰台区)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25年从燕京大学社会学

系毕业,1927年冬赴美国西北大学社会学系研习社会工作,旋即

转入芝加哥大学社会行政研究院进修两年,以论文《英国老年恤金

制度》获硕士学位。1929年学成归国,担任燕京大学社会学及社

会服务学系教授,曾主持过燕京大学的“清河社会实验区”项目。

1940年10月国民政府社会部成立后,张鸿钧受聘为社会行政计

划委员会委员,后又担任研究室主任,襄助部务。在张鸿钧的主持

下,社会部研究室编译出版了多达数十种的社会工作丛书,成为当

时国内最优良的社会研究资料之一。1944年,张鸿钧被擢升为社

会部社会福利司司长,主政期间致力于扩展社会福利事业,在社会

保险、社会救济、社会服务、职业介绍、劳工福利和儿童福利的制度

建设以及工作方法上都颇有建树。1949年6月,张鸿钧应联合国

之聘,由上海赴香港转往纽约,就任社会司研究组主任之职。1957

年,张鸿钧被派为联合国中东社会发展办事处主任,协助中东地区

的发展中国家推进社区建设工作,后又改任联合国亚洲暨远东经

济委员会社区发展顾问。1968年10月,张鸿钧返回台湾地区定

居,并在台湾大学、东海大学等高校任教。1973年4月16日,张

鸿钧逝世于台湾。

孙本文,字时哲,1892年出生,江苏吴江(今苏州市吴江区)

人。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21年赴美留学,1925年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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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6年归国后,先在复旦大学社会学系

任教,1929年转任中央大学教授,并长期担任社会学系主任。

1952年以后,孙本文转任南京大学地理系、哲学系教授,讲授统计

学和哲学英语选读等课程。1979年2月21日,孙本文逝世于南

京。孙本文是我国一位很重要的社会学家,著述颇丰,2012年《孙

本文文集》出版,共10册,4
 

300多页。

其他7位作者当中,李景汉、何德鹤、高迈都是社会学家,郭任

远是心理学家,汪龙、金宝善均系国民政府的高级官员,浦乃钧、葛

三立生平履历不明。其中,何德鹤是安徽人,留学法国,曾任教于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高迈是江苏人,也曾在复旦大学社会学系任

教;汪龙曾担任国民政府社会部统计长。

李景汉,1895年出生于直隶通县(今北京市通州区)一个普通

的农民家庭。1917年赴美留学,主修社会学及社会调查研究方

法。先后在珀玛拿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学习,获加利福尼亚大学

硕士学位。1924年学成归国后,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社会

调查部工作。1926年2月,该调查部接受美国纽约社会宗教研究

院捐助的专款,供作社会调查费用,由陶孟和、李景汉主持。1929

年6月,更名为北平社会调查所。1928年6月,李景汉应晏阳初

的邀请,担任定县(今河北省定州市)平民教育实验区社会调查部

主任,拉开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农村社会调查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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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中国人民大学调查研究室成立,李景汉担任主任,积极领

导开展大量的社会调查活动,为我国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社会调查

人才。1984年被聘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顾问,1986年病

逝于北京。

郭任远,1898年出生,广东汕头人。早年考入复旦公学,1918

年肄业,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攻读心理学。1923年郭任远获心

理学博士学位后回国,担任复旦大学心理学系主任。次年,他主持

创办复旦大学心理学院,这是中国第一所心理学院。1933—1936

年,郭任远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后赴美国,在加利福尼亚大学、耶

鲁大学奥斯本动物实验室、华盛顿卡耐基研究所等机构从事胚胎

研究。1945年一度回国任中国生理心理研究所所长。1946年以

后定居中国香港,任香港大学董事。晚年致力于中国民族性格特

征的研究。1970年8月,郭任远在美国病逝。郭任远逝世后,美

国《比较生理心理学》杂志破例发表长篇悼念文章,详细介绍郭任

远的生平事迹和学术成就,反映了他在国际心理生理学界的地位。

金宝善,出生于1893年,浙江绍兴人。1911年考取官费赴日

留学,先入千叶医科学校学习,毕业后入东京帝国大学传染病研究

所专攻传染病学,并在生物制品部学习生物制品的制造技术。

1919年回国,在中央防疫所任技师,用从日本带回来的菌种,制造

出白喉抗毒素、免疫血清、牛痘疫苗等多种生物制品,是我国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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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制品之第一人。1926年4月,赴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学习,获

公共卫生硕士学位,1927年回国。归国后,金宝善先后担任国民

政府卫生部保健司司长、中央卫生实验处处长兼军医监理委员会

委员、卫生署署长、卫生部次长等卫生行政领导职务。从1934至

1941年连任两届中华医学会会长。1949年以后,金宝善曾先后任

中央卫生部技术室主任、参事室主任。1954年任北京医学院卫生

系主任兼保健组织学教研室主任、一级教授,同年当选为第二届全

国政协委员,还兼任中国红十字会常务理事、中华医学会常务理

事、《中华卫生杂志》主编,并主持筹建中华医学会卫生学会,任该

会第一届主任委员。1984年11月11日,金宝善病逝于北京。

三

从这13篇文章的内容来看,与社会工作专业相接近并且至今

仍有现实意义的有4篇,即言心哲的《抗建期中社会事业实施的方

针与步骤》、谢徵孚的《社会行政与社会建设》、高迈的《儿童保护与

民族复兴》和李景汉的《社会调查与社会计划》。下面主要就这4

篇文章的内容做一些解读。

言心哲的文章尽管是针对抗日战争时期的特殊社会背景来讨

论社会事业实施的方针与步骤问题,但其内容却有普遍的适应性。

第一,他探讨了现代社会事业兴办的社会价值,具体体现在六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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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即能够作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依据,可以提高人民生活程度,

可以促进社会公道,可以消灭社会乱源,可以协助社会立法,可以

解除个人的痛苦。

第二,他归纳了社会事业的范围,应该包括下列各项:
 

(1)
 

贫

民救济事业(包括灾民、难民及乞丐的救济);(2)
 

伤兵服务事业;

(3)
 

劳工福利事业;(4)
 

儿童保育事业;(5)
 

社会保健事业,含社会

卫生、公共卫生、心理卫生、学校卫生、工厂卫生、肺痨及其他疾病

的预防、医院的社会事业和职业疾病的治疗;(6)
 

职业指导与职业

介绍;(7)
 

妇女工作及妇女救济事业;(8)
 

民众娱乐事业;(9)
 

社会

保险;(10)
 

犯人救济及感化实业;(11)
 

残废人服务及救济事业;

(12)
 

精神病人及低能人服务及救济事业;(13)
 

衰老人救济事业;

(14)
 

平民住宅;(15)
 

贫民贷款事业;(16)
 

家庭福利事业;(17)
 

拒

毒事业;(18)
 

社会运动(合作、新生活、禁赌、节约、储蓄等);

(19)
 

民众教育;(20)
 

其他一切人民生活的改善及辅助。列举的内

容十分全面,其中大多数直到今天仍是社会工作的业务范围。

第三,他指出举办社会事业的主要困难在于人才的缺乏以及

团体组织的不健全。进而,言心哲提出了要确定培养社会事业人

才的目标与方法。他将我国社会事业人才的培养目标设定为四个

方面:
 

须顾及社会的需要,须注意于社会事业高级人才的培养,须

灌输现代社会事业的基本理论,须注意于社会事业专门技能的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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