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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书是我国第一部关于医院社会工作的专著,由资深医院社会工作者宋
思明、邹玉阶两人合作完成。书中条理分明地介绍了医院社会工作的功能、
组织架构、工作内容、工作步骤及个案记录。其中,主体内容是医院社会工作
的服务内容:

 

一是社会工作者与医生合作,共同完成疾病的治疗;二是针对
病人因疾病产生的社会性问题,社会工作者独立进行“社会治疗”。本书作者
既参考了西方社会工作的理论,更融合了北平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的实践,
总体上以实务操作为主,具有非常强的实务指导意义。书中信手拈来的众多
案例,短小精悍且恰如其分,不仅使医院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更易于理解,也
使行文生动活泼、引人入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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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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是我国第一部关于医院社会工作的专著,1944年初版

后,很快又于1946年再版。作者宋思明、邹玉阶两人作为民国时

期医务社会工作的开拓者,有许多共同之处。两人先后毕业于燕

京大学,1928年同年进入北平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工作,抗日战

争全面爆发后又都参加中国红十字总会南下抗战,一起从事军人

伤残康复社会工作,直到抗战胜利,两人前后共事近二十年。20

世纪40年代,社会部为培育社会工作人才,委托专家撰写一批社

会工作著作充作教材和参考书。由于他们对医院社会工作有丰富

经验,20世纪40年代,两人应社会部的邀请合著本书。

一

宋思明(1903—1986),字智轩,生于直隶省迁安县(今河北省

迁安市),幼年时期读私塾,接着到昌黎读中学,后考入燕京大学社

会学及社会服务学系,1928年毕业,8月进入北平协和医院社会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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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部工作。他先后在医疗科室、外科科室、眼科和社区卫生领域从

事社会工作服务。当时,协和医院每年7月由董事会给受聘人员

颁发聘书,聘期通常为一年。1930年7月1日至1931年6月30

日,宋思明作为个案工作员的年薪为900元。1932年7月1日至

1933年6月30日,宋思明依然是个案工作员,但年薪提高到1
 

260

元。1933年春,宋思明被调到协和医院神经精神科工作,并且升

职为社会工作监督员(即督导),年薪也提高到1
 

440元。①

作为中国第一代医院社会工作者,他热爱此项事业,并不断在

实践中提高自己的专业能力。他回忆道:“当初入医院工作时,对

医学名词、一般疾病情形、病人心理之隔阂,深感困难。但著者

(注:
 

即宋思明本人)并未因此灰心,嗣由于部主任之安排,常请各

医科教授讲演,借以增加许多知识。同时,于每日暇时阅读病案,

对夙不熟悉之医药名词,即翻阅医药词典或向主任或医生请益,并

于医生巡视病房时随同听讲。在开个案会议时,亦可学习医学术

语。医生在外堂及病室检查病人时,著者亦随同看视。因此,对病

情亦可逐渐略知其梗概。为多多明了各科之情况,乃每隔相当时

日,即改换一科工作。如是,在五六年后再与医生谈话及谈病案

史,已无若何困难。对于疾病,观其病情,即于诊断、治疗、预测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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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继同:“导读”,载宋思明《医院社会工作》,河北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7页。



知一二。”

1934年,北平疯人院与北平协和医院神经精神科合作,经改

组后更名为北平市精神病疗养院,宋思明调任该院社会服务部首

位主任,其余工作人员也都来自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① 宋思明

将精神病社会工作者的工作内容概括为“应用科学方法辅佐医师,

调查精神病发生之原因,解决病者之社会问题,以从事预防、治疗

及善后工作,并借此而减少病者之痛苦、经济之损失及维系社会之

安宁”②。当时北平精神病疗养院先后设立了护理部、工业治疗

部、社会服务部和心理治疗部,逐步建立起包括药物治疗、工业治

疗、社会服务及心理治疗在内的精神病专业治疗体系③,实践了先

进的“生理—心理—社会”精神医学模式。这也是我国首次有社会

服务部参与到精神疾病的治疗中。

邹玉阶,1921年在岳州湖滨学院获文学学士学位,1925年在

燕京大学获神学学士学位,1928年起至北平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

工作,担任梅毒门诊的个案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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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周乃森:
 

《一百个精神病学生个案的分析》,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本科毕业论文1941
年,第12、17页。
宋思明:

 

《精神病之社会的因素与防治》,重庆中华书局1944年版,第1页。
Y.

 

L.
 

Wei.
 

The
 

Peiping
 

Municipal
 

Psychopathic
 

Hospital//R.
 

S.
 

Lyman.
 

Neuropsychiatry
 

in
 

Peiping.
 

CMB
 

Inc.,
 

box
 

165,
 

folder
 

B.:
 

17 25.转引自范庭

卫:“从收容到科学治疗:
 

魏毓麟与北平精神病疗养院的创建”,载《中华医史杂志》
2013年第6期。



七七事变后,宋思明、邹玉阶离开北平,跟随红十字总会南下,

为抗战服务。长沙会战期间,宋思明在红十字会伤兵后方医院从

事伤残康复工作。据其子宋冠立回忆,宋思明很善于使用社会工

作中的个案方法,他不仅教会一些残疾伤兵们掌握某种手艺,如缝

纫、染纱、制鞋等,并且还聘用技术人员来教习伤兵们,使他们可以

自谋生计,甚至还可以养家糊口,真正达到了社会工作中助人自助

和增能赋权的状态。① 1940年,红十字总会会同军政部创设了矫

形外科中心,宋思明任中心主任。中心基于“英勇健儿,杀敌成残,

国家虽有恤典,然而断肢残臂,失去生活机能,在人力所能挽救者,

亦应设法助其复健”的理念延揽专家,于治疗外还装置义肢,并予

以各种职业训练,使伤兵们“残而不废”。②

同时,为了短期快速训练医务人员,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主持成

立“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简称卫训所,各地成立分所后,改称卫

训总所,1939年春,卫训总所迁至贵阳附近的图云关。卫训总所

的附属医院名为“战时军用卫生人员训练所实习医院”,1944年改

称贵阳陆军医院,是20世纪40年代抗战后方一所设备先进、人才

济济的正规教学医院。卫训总所的建制比一般医学院规模大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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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常聪聪、彭秀良:“被遗忘的社会工作专家宋思明”,载《团结报》2015年12月17日

第6版。
行政院新闻局:

 

《中国红十字会》,行政院新闻局1947年印行,第10页。



多,学科也更加齐全,共成立了18个不同的学组进行教学和服务。

其中,复健学组负责伤残军人的康复工作,主任由邹玉阶担任,宋

思明任教官。① 因为卫训总所的主要教学人员大都来自红十字

会,所以宋思明兼任卫训总所复健学组的教官,邹玉阶也在红十字

救护总队里担任社会服务指导员。宋思明与邹玉阶两人再次合

作,一边指导、训练受训人员学习如何进行康复服务,一边实际从

事伤残康复服务工作。他们“征集各地伤残的荣军予以职业训练,

补习教育,按其肢体残缺情况,予以训练,分缝纫、制鞋、织袜、藤

工、木工、园艺、化工(如制肥皂鞋油)等班,并教以算术、识字及组

办合作社等课目,学成后都可自立谋生或成家立业,退役为民”。

这样不知道减少了国家多少负担,增加了无穷的抗战力量,自己也

直接或间接学到了不少知识。“……到了蛮烟瘴地的贵阳,与荣军

并肩种起菜来的时候,举凡播种施肥、除虫松土,都要自己下手,眼

看着手植的菜蔬欣欣向荣,结成瓜果,真有说不出的高兴。”②

抗战胜利后,红十字会的专家大都在1946年上半年先后离开

贵阳。③ 邹玉阶到南京筹办南京伤残重建院,宋思明到上海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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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薛庆煜:“在贵阳图云关的红会救护总队”,载《贵阳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1987
年版,第44页。
宋思明:“从事伤残重建工作所得的经验”,载《教育与职业》1949年第205、206
合期。
杨锡寿:“回忆贵阳陆军医院”,载《贵阳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1987年版,第
175页。



上海伤残重建服务处主任,继续从事伤残康复社会工作。

1947年1月,南京伤残重建院筹备处成立,邹玉阶被社会部

任命为筹备处副主任,后为代主任。同年5月13日,社会部又任

命邹玉阶为院长。① 他满怀信心地表示:“新的事业带来了我们新

的工作精神,但愿南京伤残重建院在工作上的成就,能替中国社会

工作界写下辉煌的一页。”②南京伤残重建院在业务方面筹备设立

四个工作部门,其中包括社会工作组,职责为:
 

掌理个案调查,就

业指导,职业介绍,以及保持重建院和外界各医院、学校、社会工作

机关的密切联系等事项,病人在院中的生活情形和出院就业情形

亦由其督导。直到该院迁至台湾,邹玉阶一直担任院长一职。

1949年,邹玉阶赴台,1951年,台湾大学医院成立社会服务部,他

出任该部的首任主任。③

1947年6月,行总拨款并委托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上海成立伤

残重建服务处,宋思明任副主任,后升为主任④。服务处的工作对

象除一部分退役军人外,多数是伤残市民,服务处的目的是“使伤

残人在体力方面、心理方面、职业方面及社会方面都能恢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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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为函达邹玉阶院长就职日期的公函》,南京档案馆,档案号1012 1 44。
邹玉阶:“筹设中的南京伤残重建院”,载《社会工作通讯》1947年第4卷第9期。
林万亿:

 

《当代社会工作:
 

理论与方法》,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
146页。
宋思明在1947年10月的《家》杂志发表“儿童法庭听审记———美国观感”一文时,
作者介绍为“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上海伤残重建服务处主任”。



务内容包括:
 

替伤残者向医院接洽医疗,为伤残者提供训练技能

的机会,向公私团体介绍适于伤残者的职业等。这种性质的服务

机构,当时在国内尚属首创。在宋思明的主持下,上海伤残重建服

务处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据统计,上海伤残重建服务处自

1947年6月成立至1951年4月移交给中国人民救济会上海市分

会将近4年的时间里,累计为200多名上海残疾市民提供了伤残

重建服务。① 1947年,宋思明赴美国考察残疾人康复工作,结合自

己在上海伤残重建服务处的工作实践,宋思明提出了我国开展伤

残康复工作的两种视角:
 

微观上采用个案工作的方法,宏观上加

强社会政策的完善。② 针对儿童伤残问题,宋思明综合在上海伤

残重建服务处服务残疾儿童的经验,也提出了提高残疾儿童福利

的主张。③ 1947年9—12月,为提高儿童教养机关工作人员的职

业能力,上海儿童福利促进会与上海儿童福利团体联合会举办上

海儿童福利团体工作人员培训班。宋思明作为特邀专家讲授“精

神病之预防治疗及个案举例”④。1949年8月26日,中华职业教

育社召开了特殊教育工作者会议。会议通过了筹组全国特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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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王安:“民国时期残疾人康复服务机构回顾———基于上海伤残重建服务处的史料”,
载《残疾人研究》2014年第3期。
宋思明:“伤残重建与个案工作”,载《社会建设》1948年第1卷第5期。
宋思明:“我们怎样服务残疾儿童”,载《儿童与社会》1948年第1期。
曹友蓉:“心理卫生与儿童福利工作———丁亥心理卫生座谈会工作述略”,载《儿童

与社会》1948年第3期。



工作者协会筹备会的决议,宋思明等5人被推举为筹备委员。① 之

后,随着社会工作专业的取消,宋思明离开了他钟爱的社会工作职

业,到上海一所中学教书,直到退休。1986年4月,宋思明逝世于

上海。

二

本书篇幅并不大,总共4万余字,但却条理分明地将医院社会

工作的各个方面介绍得十分完整。著者在介绍医院社会工作的功

能、组织架构、工作内容、工作步骤及个案记录时,既参考了西方社

会工作的理论,也融合了北平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的实践,总体上

以实务操作为主,具有非常强的实务指导意义。如在医院社会服

务部的组织架构方面,著者认为,医院社会服务部应由主任、副主

任、监督员(Supervisor)、高级社会工作者(Senior
 

Worker)和初级

社会工作者(Junior
 

Worker)组成,另配秘书若干负责事务性工

作。这种组织形态包括了行政、业务、督导、事务诸系统,结构完

善、精练,行事效率也高。在社会工作者的工作分配方面,著者主

张按科分配,这样既有利于社会工作者与该科医生的经常联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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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上海市特殊教育工作者筹组协会成立 发表对特殊儿童与成人重建计划之意见

书”,载《教育与职业》1949年第208期。



密切合作,也能使社会工作者尽快掌握某科的医学知识,更加精通

该科服务业务。再如,医院里的病人可能面临哪些问题呢? 书中

详细罗列了如内科、外科、小儿科、骨科、耳鼻喉科、皮肤科、眼科、

瘤科和妇产科等52种之多,这些问题看似琐碎,实则非常具有代

表性,对医院社会工作初学者有很强的指导性,使他们刚入医院时

不至于脑中空空。而且,书中信手拈来的众多案例,短小精悍且恰

如其分,不仅使医院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更易于理解,也使行文生

动活泼、引人入胜。

在医院社会工作者的品质要求方面,著者认为主要体现在两

个方面。第一,学识方面。强调除应在大学主修社会工作外,还需

爱好文学,增加识人辨物的能力。① 此外,社会工作者还应学习生

物学、经济学、教育学、法律学、医学、精神病学、心理学、社会学等,

因为这些知识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第二,经验方面。著

者认为工作时间越长,经验越多,工作能力也越强。工作者凡事要

亲力亲为,虚心接受督导训练,使经验更快增长。

本书的主要内容是论述医院社会工作者服务的内容:
 

一是与

医生的合作;二是独立进行“社会治疗”。下文分别叙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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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社会工作的先驱瑞池曼女士和我国医院社会工作创始人浦爱德女士都酷爱文学,
本书著者可能受到她们的影响。



三

美国医院社会工作的创始人卡伯特医生提出医院治疗工作应

进行多方合作,即建立包括医生、护士、心理学家、牧师、社会工作

者及病人合作的机制。① 20世纪初,社会工作者进入医院系统,其

首要职责即与医生合作,沟通医生和病人的关系,并且把沟通的范

围追踪延伸至与病人生活相关的社区之中。这一观点在当时几乎

是共识。曾经的北平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社会工作人员张中堂称

“社会服务部是医生和病人之间的桥梁”②,吴桢也认为“社会部的

任务首先是帮助病人与医生合作,接受医生的医嘱和治疗方

案”③。当时有研究者也得出同样的结论:“社会服务员有如一座

桥梁,医生之治疗方法,借其辅助,始能实行,病人之疾病亦须借其

功能,始能得到治疗之实效,如医院中无社会服务员,医生对于疾

病诊断之准确性与治疗之成效,便可因之而减低。”④本书著者总

结道:“医院社会工作,借调查方法,可以得到关于病人之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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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Richard
 

C.
 

Cabot.
 

Social
 

Service
 

and
 

the
 

Art
 

of
 

Healing,
 

New
 

York:
 

Moffat,
 

Yard
 

and
 

Company,
 

1914,
 

p.38.
张中堂:“社会服务部二十年”,载政协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话说

老协和》,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362页。
吴桢:“我在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载政协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话说老协和》,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375页。
李槐春:“医院社会服务之功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士毕业论文1941年,第
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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