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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总序

军民融合发展是新形势下我党指导国家建设、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的

重大战略方针。推进军民融合式发展,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科技等

诸多因素,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是当前我国急需开展政策研究及实践

创新的新课题。
在理论研究层面,我国理论界对军民融合发展的研究大多侧重讨论经

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军民技术的双向转移等问题,很少从国防建设与

社会建设关系的角度研究社会福利制度和社会服务体系对促进军民融合、
军队政治工作的科学发展、提升军队战斗力所具有的作用。该领域的学术

团队一般都隶属于军队政治学院或各高等院校中的思想政治工作学科点,
大多数研究都只是侧重从传统的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角度去开展,没有将

军队建设、军人支持与服务还原至军人或退伍军人应有的社会生态系统中

去。同时,我国优抚安置工作中积累的许多本土的“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
工作经验,因研究力量有限,难以获取相关研究资料,导致从理论上对其加

以科学总结的研究成果比较少,且研究的广度、深度有限。
在实际工作层面,传统的以政府为主导、主要依靠行政计划手段为退役

军人安排工作以实现对其优待和保障的管理方式日显局限。地方政府在拥

军、优抚、安置制度和服务方面,大多只针对在籍军人或退伍军人本人,多通

过金钱补偿、工作岗位开发、就业培训等方式提供支持,故而社会支持系统

不健全、服务手段较为单一、专业服务严重缺乏。为解决上述问题,政府虽

投入大量资金,但许多问题需要修订社会福利政策、健全社会服务体系与改

革军队内部结构的密切配合才能得以化解。
社会工作是现代社会应对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而形成的职业活动,即

由受过社会工作专业训练的人针对困难人群的各类需求,综合运用专业知

识和方法,整合社会资源,提供专业性的社会服务,以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

会问题。2006年10月,中共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做出《中共中央关于构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推动我国社会工作职业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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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化,以满足社会大众日益提升的各类社会发展需求。
随着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快速发展,军队社会工作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

军队社会工作是军事学与社会工作学的交叉学科。我国社会各界对军队社

会工作(MilitarySocialWork)这个术语相对陌生,在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
其已逐渐发展为职业化、专业化的社会服务事业。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期间首次运用社会工作理念和方法处理军队中的各类问题,并取得了良好

的成效,之后逐渐形成了“军队社会工作”的名称。军队社会工作者所提供

的各项福利服务渗透到军人及退伍军人事务的方方面面。例如,对退伍士

兵、伤残军人的医疗卫生状况及社会服务需求做出评估,帮助他们治疗在战

争中留下的心理创伤(创伤后应激障碍),解决军人退伍后的社会适应、教育

接受、就业、组建家庭、子女教育、家庭支持等方面的实际问题。
目前我国军队社会工作的研究尚未起步,从理论研究到实务研究都存

在研究对象不明确、研究范畴和概念界定不清、对军队社会工作和军队政治

工作的一致性与差异性缺乏深入细致的对比分析等问题。研究理论的系统

性、研究方法的科学性、研究成果的可应用性都有较多不足。
为推动军民融合发展,有效应对我国军队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

题,提高我国社会工作者将国际先进科学知识和专业服务方法与我国传统

的、群众性的拥军优属服务、优抚安置工作相结合的能力,我们组织了相关

领域的学者和政府相关管理与服务部门的工作者,编撰了《军队社会工作理

论与方法》系列丛书。
本丛书针对我国军队社会工作在理论和实务发展中急需解决的问题引

进并翻译了四本国外军队社会工作著作———《军队社会工作手册:行为健

康干预》《军队社会工作手册:家庭照顾服务》《创伤后应激障碍治疗指南

(上册)》《创伤后应激障碍治疗指南(下册)》,以帮助我国军队社会工作领域

的研究及从业人员及时了解发达国家军队社会工作发展的现状,掌握军队

社会工作发展所需的专业知识。同时,对我国军队社会工作的本土经验进

行提炼研究,我们试图进行系统化、理论化的梳理与总结,编撰了三本军队

社会工作知识和方法普及读本———《军队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军队社

会工作:政策与实务》《军队社会工作案例评析》,以增进我国相关领域的研

究人员和实务工作者在军队社会工作中理论与实际的整合能力。
本套丛书由中国社会工作学会会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王思斌教授担

任学术顾问,南京理工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社会学系张曙教授担任总主编。
各分册分别由南京理工大学的相关研究员负责,负责情况如下:《军队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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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手册:行为健康干预》《军队社会工作手册:家庭照顾服务》由王宇红任

主译;《创伤后应激障碍治疗指南(上册)》《创伤后应激障碍治疗指南(下
册)》由沈黎任主译;《军队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由张曙任主编,王永益任

副主编;《军队社会工作:政策与实务》由吴炜任主编,王宇红任副主编;《军
队社会工作案例评析》由王永益任主编,王宇红任副主编。

本丛书出版之际,我们要感谢提供相关研究成果的海内外社会工作学

者:美国南加州大学社会工作学院玛丽莲·弗林(MarilynFlynn)院长、卡
尔·卡斯特罗(CarlCastro)教授、安东尼·哈桑(AnthonyHassan)教授,中
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副会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马凤芝教授,广州市社会工

作协会副会长关冬生,郑州轻工业学院政法学院副院长闻英教授,云南大学

社会工作系李艳华博士等,是他们的知识和经验给我们以启发,丰富了本书

的内容。感谢积极参与各分册翻译工作的南京理工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的海

内外毕业生及在校研究生。感谢参与各分册撰写工作的作者,特别是在军

队相关研究部门和管理部门工作的同行。感谢江苏省扬州市民政局为我校

社会工作专业研究生提供的专业实习安排。他们的大力支持和辛勤劳动保

证了本丛书的按时出版。

南京理工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张 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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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序

中文版序

军队社会工作是社会工作的一个重要分支。人们普遍认识到,军人、退
伍军人和他们的家庭没有得到充分的服务。退伍军人经常在离开军队时带

着明显的未解决的心理和生理健康问题。还有些军人很难找到一份可保障

其生活的有良好收入的工作。此外,军人的家属在军人服役期间和之后也

面临着很多挑战,这一点也被认识到了。
军队服务现在被视为一种独特且要求较高的职业,需要专门为军人量

身定做具体的预防、干预和治疗。为了回应这个观点,我和我的同事们发展

了一个军人心理健康专业模型来指导临床医生、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们

识别军人对与军队相关的特殊的健康照顾之需求,明确何时是提供服务以

确保服务对象获得最大健康和服务成效的最佳时机。军人心理健康专业模

型包括一些重要的概念,如复原力、单位凝聚力、领导力、行为健康、心理健

康治疗和重返岗位等。事实上,这一框架已被许多国家采用,并成为一个统

一的模型来支持军人及其家庭。
与社会工作专业一样,军队社会工作目前缺乏普遍的理论框架。理论

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不仅解释了为什么变量之间是相互关联的以及哪些

变量之间会相互关联,它也对重要结果做出预测,并识别出可防止负面结果

发生的最佳干预点。虽然已经有很多理论模型被建构,但这些理论往往倾

向于把焦点放在与军队服役如军事调派及战斗相关的工作需求上。处理这

些重要军事活动的理论很重要,但其他有关军队的挑战也很重要。
为了解决这个理论上的不足,我和我的同事们发展了军队转型理论。

军队转型理论相对于其他理论而言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它运用军队生命历

程的视角,把军队视为社会中的一种独特文化,还提出一个多层观点,包括

军人、家庭、领导、政策、项目和社区,并定义幸福是由健康(身心和行为)、家
庭、就业、住房、生活满意度组成的。我和我的同事们最近的研究表明军队

转型理论非常有效。
随着社会工作不断成长为一门独立学科,军队社会工作也将在建构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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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社会工作理论以及应对未被充分服务的群体的需要方面做出贡献。通过

将军队社会工作建基在像军队转型理论这样一种坚固的理论框架上,军队

社会工作的子领域将能持续地引导旨在减少军人、退伍军人及其家庭之不

必要痛苦的科学创新及其应用。

卡尔·卡斯特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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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著序言

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尽管被拖延了很久,我们的课堂和专业书架上

难觅其踪,但最终,这本向社区社会工作者和其他行为健康服务人员介绍有

关军队文化、军队中的挑战以及为军人、退役军人及其家庭提供实务的书还

是被完成了。
在美国历史上,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是延时最长的战争。在“持久

自由军事行动”(OperationEnduringFreedom,OEF)、“伊拉克自由行动”
(OperationIraqiFreedom,OIF)和“新黎明行动”(OperationNewDawn,

OND)中,参战的是一支小规模军队,都由志愿兵组成,他们只占不到美国

人口的1%。是什么激励这些人应征入伍呢? 很多入伍的男女参加这些战

争是因为受到爱国主义精神的感召,或者他们的家庭有入伍的传统。无论

是什么原因,他们入伍的时候就准备好了将他们的生命奉献给自己的国家。
然而,他们和他们的家庭在十年战争之后却变得脆弱了。

显然,军人、退伍军人和他们的家庭所承受的心理压力和个人压力比我

们所知的更普遍、更大。持续高频率的军事行动总是伴随着一些看不见的

伤害,也伴随社区回归的各种挑战,它们已经造成了负面影响。有证据显

示,自2001年起,有近240万美国军人受雇参加了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

争,他们遭受的主要精神健康问题包括外伤性脑损伤、创伤后应激障碍、药
物滥用、抑郁、焦虑、婚姻问题和自杀,而且这些问题可能是叠加出现的

(Schell&Tanielian,2011)。当军人从战场上回来,努力完成回归社区的

转型时,我们可以预期,这些问题会增加。这是我们从越战(指越南战争,下
同)老兵的困境中学到的一个教训。健康照顾工作者和家属会被他们看似

相对平稳的从部队回归家庭的过程所误导,认为这些军人一切都好;然而,
当回家之初的兴奋减退,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军人将面临艰苦挣

扎。从OEF、OIF和OND三大战役退下来的退伍老兵汇入美国精神健康

照顾系统的数量已经达到了顶峰,但显然这个过程仍在继续。
很多人认为精神健康照顾系统没有为处理这一波不可避免的退伍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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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做好准备。近期的报告表明,美国没有足够的精神健康方面的专业人员

来满足这些从战场中退下来的人的需求(Cameron,2011)。这不是因为社

会缺乏对他们的同理心或社区缺乏对健康照顾的兴趣。虽然很多民间组织

和专业人士很有热情去与军人及其家庭一起工作,但事实是,受军队影响的

人群和普通市民之间存在着一个文化鸿沟,尤其是与军人精神和战争创伤

体验相关的部分。普通的民间临床工作者缺少途径去全面理解这些部分,
但它们对军人及其家庭的生活是有影响的。这导致已经小心翼翼寻求服务

和精神健康治疗的那些受军队影响的个体,会遇到一些虽然心怀善意却没

有准备好帮助他们的临床工作者,这些帮助包括合适的精神健康和医疗照

顾、就业调适、培训支持、教育和财务指导,以及其他一些重要服务和转型期

的支持。
军队以及军人产生的各种生理、心理和社会性的挑战,从其开始至今已

经成为这个国家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军人和市民群体之间的这一文化鸿

沟在健康领域是如何持续的? 一个原因是,对军人及退伍老兵的服务在历

史上被严格地从市民群体中独立出来。美国职业军人培养的专门化和选择

性特征,导致了独立的军队文化很少被普通市民所理解。以我个人作为一

名军人在陆军和空军服役25年的经验来讲,我相信在与现役军人和退伍老

兵一起工作时,行为健康从业者要能用一种“我理解你”的姿态来与他们建

立关系,这真的是有效的。如果你不能在第一阶段与现役军人和退伍老兵

建立关系,他或她将不会再来求助。
遗憾的是,在行为健康教育领域,我们很少在军队文化能力和以证据为

本的服务这两方面增加服务该人群的劳动力供给。美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

(CouncilofSocialWorkEducation,CSWE)的特殊工作组(TaskForce)制
订了专门的军队社会工作教育和实务指导原则。这个特殊工作组由一群服

务现役军人和退伍老兵的精神健康专家组成,他们发展了各种高级实务技

巧、行为和伦理操作指导,这些指导原则界定了军队社会工作现在所依凭的

一套核心能力要求,要求从业者在服务军人时必须具备这些能力。另外,南
加州大学的社会工作学院首先(在社会工作硕士学位项目中)建立军队社会

工作方向,他们从这些能力要求出发设置课程,并给学生提供实习机会;他
们也成立了一个研究中心,该研究中心用来研究现役军人和退伍老兵问题。
我很高兴地告诉各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教育、研究和培训项目在美国各地

获得累累硕果。
然而,为了充分了解并解决受军队影响人群的行为健康问题,了解他们

2



原 著 序 言 

能够获得的照顾质量,以及照顾提供者的不足,地方、州和联邦各级机构必

须协调一致,共同努力(同时与教育机构合作)。我们需要汇集多种资源,并
保证这些资源不是零碎的。我们也要在公共和私人部门找到支持这些受军

队影响的人群所需要的各种服务的新的机会。我们需要确保为将来打下一

个稳固的基础,以使它不仅可以应对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还能应对其

他有可能发生的战争。
对社区行为健康服务人员、服务项目和服务机构的需求表明,解决我们

的退伍军人及其家庭目前所面临的行为健康方面的挑战从未像现在这样至

关重要。我们需要提升自己的能力,以更好地服务那些曾经英勇保护我们

的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加有效地协助退伍军人及其家庭解决他们的困

难,恢复其潜能。我们迎接这些挑战的能力将通过这本及时的、综合性的手

册中的宝贵经验获得提升。

安东尼·哈桑

参考文献①：

Cameron,P.(2011,July20).Vetsfaceshortageoftherapists.ChicagoTribune.
Retrievedfromhttp://www.chicagotribune.com/health/ct-x-0720-vets-mental-health-
20110720,0,66678.story.
SchellT.& Tanielian,T.(Ed.).(2011).AneedsassessmentofNewYorkState
veterans.AfinalreporttotheNewYorkStatehealthfoundation.Retrievedfrom
http://www.rand.org/pubs/technical_reports/TR9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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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为了教育与训练那些正在或即将服务于我们英勇的军方人员及

其家庭的社会工作学生或从业者而特别撰写的。社会工作者们需要极其冷

静地协助这些现役军人、国民警卫队成员、预备役军人或是全球反恐战争的

退役老兵们,因为他们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且令人畏惧的种种挑战。
本书不仅可指导那些正式的军队社会工作者,也可指导那些为上述目

标人群服务的民间社会工作者。实际上,从伊拉克战争或阿富汗战争中返

回美国本土的需要服务的军人,很可能会超过退伍军人事务部(Department
ofVeteranAffairs,VA)和诊疗中心(VetCenters,VC)等附属于该部门的

项目所能接待的能力。这些服务对象可能会转为向社会部门寻求服务,如
社区精神卫生中心、健康维护组织或其他私人服务部门。对于民间社会工

作者而言,由于缺乏处理此类案例的专业知识而将退役军人转移到退伍军

人事务部已经不可行了。因此,撰写本书的一个目的,是帮助那些民间社会

工作者积累足够的专业技能,以期能够更好地服务此类人群。希望本书也

能帮助那些渴望成为正式的军队社会工作者的人,也希望他们做好准备,以
民间社会工作者的身份更好地服务于现役军人、国民警卫队成员、预备役军

人、退役老兵,以及他们的家庭。

  一、全书的结构

  本书的内容囊括了社会工作者服务于此类人群所需了解的各种挑战、

能力和干预方法。① 第一部分的章节介绍了为现役和退役人员提供社会工

作服务的基本知识,包括社会工作和军队的历史,从业者为取信于现役、退
役人员及其家庭所必须了解的特殊军队文化,正式军队编制的社会工作者

1

① 原著《军队社会工作手册》(HandbookofMilitarySocialWork)的译著分“行为健康干预”“家
庭照顾服务”两部分出版,本书为前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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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民间社会工作者常常面临的伦理困境,女性在军队中所经历的成功与挑

战,以及社会工作从业者在服务经历过战争或其他类型的生理或心理创伤

的退伍老兵时所常常体验到的二次伤害情况。
第二部分的章节则涵盖了现役和退役人员的行为健康问题和相关的干

预方法: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和共生障碍,以及它们的治疗方法、外伤

性脑损伤(TBI)、药物滥用、自杀预防。
第三部分的章节叙述了社会工作者在帮助退役军人适应市民生活时所

面临的挑战:预防无家可归以及重新安置那些无家可归者;引导退役军人

及其家庭应对复杂的照顾系统;帮助退役军人找到稳定的工作、充足的住

房,以及获得教育和医疗方面的退役军人福利;通过让军人融入社区活动并

找到新的“使命”,来帮助他们度过失去战友和凝聚力的伤痛。
最后一部分———第四部分,包含了有关受军队服役冲击的家庭的章节。

这些章节讨论了服役经历给家庭带来的冲击,以及这些冲击给社会工作者

的角色带来的启示,包括家庭压力和复原力的内容,如多轮部署对家庭福利

的影响,家庭暴力及其预防和治疗,国民警卫队和预备役军人的特殊情况和

帮助他们的方式,有残疾孩子的军人家庭,军人家庭的哀伤、失落和丧亲之

痛———尤其关注自杀带来的损失方面,长期家庭照顾,遭遇父母服役冲击的

儿童和青少年面临的挑战,针对军人夫妇和家庭的经验支持疗法,以及服役

经历对家庭产生的影响的概念性及历史性回顾。
本书的大部分章节都提供了案例插页,以阐释这些章节主题的实务操

作内容,案例插页上还有问题讨论,还提供了反映本章主要概念的位于章节

末尾的讨论题———这些问题特别适合教员在教授这些概念时加以运用。

  二、EPAS核心能力

  本书每章的内容都涉及美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CSWE,2010)发布的

《教 育 政 策 和 认 证 标 准》(Educational Policy and Accreditation
Standards,EPAS)中描述的核心军队社会工作能力。例如,EP2.1.1中关

于适当的职业行为与第二章中论述的军队文化和在服务军队人群时所需的

文化敏感性是相对应的,就如同第四章中论及的有关伦理抉择的内容一样。
第四章还论述了对社会工作者在服务现役军人和退役人员时的伦理要求,
并提供了与EP2.1.2关于指导专业实务的伦理原则的内容相符的伦理方面

的广泛内容。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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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1.3的批判性思维的组成要素反映在本书的第二、第三和第四部分

的大多数章节中,特别反映在分析服务对象、家庭、军队和退伍军人组织中的

关系及考虑在军队社会工作中实施各种评估、预防和干预模式等内容中。
在EP2.1.4中突出论述的关于多样性的组成要素,与第二章中论及军

队文化和不同群体的大部分内容相一致,也与第三章论及的军队中的女性、
第二十一章讨论的有特殊需要的儿童的家庭,以及第二十五章讨论的夫妇

治疗中建立联系的文化响应性的内容相呼应。此外,许多其他章节中的案

例插页也涉及了文化多元性的案例。

EP2.1.5中所论述的有关社会和经济正义的部分,与本书第一、第二和

第三部分的所有章节的内容相呼应。例如,本书的第二章讨论了军人在因

心理问题寻求帮助时所感受到的耻辱,第十二章和第十三章则讨论了他们

因药物滥用问题寻求帮助时所感受到的耻辱。第十五章讨论了与无家可归

相关的贫困和经济困难。第十六章则提供了一个“路线图”来帮助经济困难

的退伍军人获得资源和福利。类似地,第十七章讨论了社会工作者怎样才能

帮助转型期的军人获得就业机会、足够的住房和退伍军人福利。第二十一章

讨论了有特殊需要的儿童的家庭可以获得的各种资源。
实际上,本书讨论到干预手段的每一章都会提到这些干预手段的经验

支撑材料,它们中的很多都是以证据为本的。因此,这些章节与EP2.1.6相

符(涉及以研究为本的实务)。这一点在第三和第四部分的章节中表现得尤

为明显。例如,第三章论及了运用证据为本的实务干预方法和认知行为治

疗模式去干预一名曾被性侵并患有PTSD的女性退役人员。第六章讨论了

对PTSD各种理论和干预措施的证据支持。第八章介绍了暴露疗法,这一

疗法是公认的最循证事实的治疗PTSD的手段。第十二章和第十三章介绍

了动机性访谈和寻求安全这两种有实证支持的治疗药物滥用的方法。第二

十三章讨论了基于经验的压力过程模型。第二十五章介绍了被用于受服役

冲击的夫妇和家庭的经验疗法。
事实上,本书的每一章都包含与EP2.1.7相对应的关于人类行为与社

会环境的广泛内容。EP2.1.8中关于增进社会和经济福祉的内容也与本书

的大部分章节相呼应,尤其是在第三部分的章节中,包含了防止无家可归、
帮助退伍军人及其家庭应对复杂的照顾系统,帮助退伍军人获得稳定的就

业机会、足够的住房和各种退役福利的内容。

EP2.1.9(关于影响实务的情境)被反映在本书的许多章节中,特别是反

映在第一章的历史性内容和第二章的文化性内容中,它们是与CSWE关于

3



军队社会工作手册:行为健康干预 

社会工作从业人员在与军队服务对象一起工作时应当了解服务“军人、退伍

军人、他们的家庭和社区”的历史和当今趋势的建议相一致的。其他与

EP2.1.8相适应的内容可以在本书第三部分的章节中找到,尤其是第十六

章,它论及帮助老兵驾驭整个照顾系统的内容。

EP2.1.10(a)(d)涉及在不同的实务层次上建立关系、预估和干预的相

关内容。这些广泛的内容在本书的几乎所有章节中都有体现。如果要一瞥

本书呈现CSWE所列的能体现EP2.1.10核心能力的各种实务行为的方法

的话,人们只要去看目录部分的内容即可。如果要举出所有这些方法的实

例,则将超出本前言的范畴,所以我试举几例。首先,EP2.1.10与EP2.1.6中

关于投入以研究为本的实务的内容是相重叠的;因此,上文提供的关于该能力

的例子在此也一并适用。其他一些例子如下:关于与服务对象建立关系,第
二章阐述了如何与部队人员、退伍军人和他们的家庭建立治疗联盟关系,且这

部分内容需要对军队文化有相应的了解。第五章阐释了评估、预防和治疗服

务的提供者在对参加过战争的退伍军人开展工作时受到二次创伤后如何工作

的方法。第七章提供了一个认知过程疗法的概览,这是一种针对PTSD的经

验性治疗方法。第十章和第十一章讨论了对外伤性脑损伤(TBI)的评估和治

疗。第十五章和第十七章对帮助退伍军人过渡到普通市民生活的各种组织和

社区的努力给予了相当程度的重视。第十八章和第十九章讨论了小组方法和

支持系统方法,以帮助家庭应对来自军队部署周期和其他方面的压力。
全球反恐战争的独特性使现役军人、退伍军人和他们的家庭面临着前

所未有的生理、心理、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分布广泛的外伤性脑损伤

(TBI)和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不断增加的自杀倾向和自杀成功的数

量,多轮的和长久的调派可能对军人及其家庭产生的破坏性影响,在几轮军

队部署和退役后的普通市民生活之间存在着的过渡困难,以及其他种种问

题。因此,社会工作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了解这一人群所面临的多方

面问题,并协助我们支持国家的战士和他们的家庭。我们希望本书能够激

励读者产生服务现役军人、退伍军人和他们家庭的意愿,并能够提高他们与

这一目标人群协同工作的有效性和信心。

参考文献：

CouncilonSocialWorkEducation(CSWE).(2010).Advancedsocialworkpracticein
militarysocialwork.Retrievedfromwww.cswe.org/File.aspx?id542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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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理解并干预军人及其家庭

AllenRubin

  在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史上,社会工作者一直都有与军方人员、退役军

人和他们的家庭一起工作的先例。这么做的同时,他们已经进行了全方位

的专业社会工作活动。随着每一次新战争的爆发,军队社会工作者的价值

越来越被认可,他们也更多地被雇用到军队的所有分支部门中。如今,对军

队社会工作者的使用的不断增长,不仅体现在有军人编制的正式社会工作

者中,也体现在那些与后方基地签约开展工作的社会工作者中,还体现在退

伍军人管理局(VA)和其下属的中心、联邦政府的其他部门(如国土安全

部),以及社区机构或私人执业的社会工作者中。
随着每一次新战争的爆发,军队社会工作者的角色逐渐增多。今天,军

队社会工作者(包括军人编制内和编制外的)在社会工作实务的所有层次上

开展工作,扮演从直接实务一直到行政(执行)和政策(制定)层面的多种角

色。他们的各种服务突出地表现为个案管理、各种模式的心理治疗、咨询、
家庭心理教育和倡导、医务社会工作和安养照顾、社区项目、政策和程序的

开发。他们处理的典型问题包括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家庭暴力和儿童

虐待、外伤性脑损伤(TBI)、药物滥用、自杀预防、家庭丧亲问题、战斗压力、
退役军人的无家可归问题及转向普通市民生活的重新调适问题。

随着当前全球反恐战争的逐步升级,社会工作在帮助现役军人、退伍军

人及其家庭方面的角色得到了拓展。如今,美国现役军人、退伍军人和他们

的家庭都不得不面对前所未有的生理、心理和社会问题。从生理上说,因为

没有一个清晰划定的前线范围,即便是非战斗军人,也很容易在战争中被路

边炸弹危及而造成外伤性脑损伤(TBI)。在心理上,因缺乏明确的前线范

围所带来的持续不断的险情也使得军队中患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人越来越

多。军队中的全体人员需要时刻警惕,因为敌人不一定来自另一个国家,而
有可能是那些他们正在试图帮助的民众中的一部分。由于意识到广大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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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敌人,军人们明白攻击可能来自任何时间和任何

地点,甚至来自那些穿着很平民化却常常以剥夺妇女和儿童的生命为攻击

手段的土生土长的人。这会导致军人产生过度警觉,它是在军人返家后表

现出的一种PTSD症状,但在其被派遣的过程中,它实际上是一种适应性的

反应;但在回归普通市民生活后,却是一种不必要的创伤后应激障碍。这也

意味着,他们有时候会在不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的情况下展开杀戮,这会

加重他们从战场返回市民社会后的内疚和自责。
因此,治疗战争导致的PTSD可能比治疗大多数形式的普通市民的

PTSD更具挑战性。例如,战争引起的PTSD的相关愤怒和攻击水平往往

要大于大多数类型的普通市民的PTSD。此外,与其他障碍并发的合并症

在战争引起的PTSD中也很常见。因此,退伍军人的PTSD趋于复杂化和

长期性,并且可能比形式不太复杂的PTSD需要更长期的治疗。在提供暴

露疗法(一种经验取向的PTSD治疗方法,在本书的第二部分将被讨论)给
战争中退下来的退伍军人时,通常要比对普通市民更加灵活和精细,它通常

也需要对诸如药物滥用、自杀和对冲动的控制力差等并发障碍进行提前或

同时干预(Courtois&Ford,2009;Moore&Penk,2011;Rubin,2003)。
如今从毁灭性的创伤中存活下来的伤员比例比过去要大得多。如在伊

拉克战争中,每16名受伤或生病的士兵中只有1人死亡。这一比例在越南

战争和朝鲜战争中为3∶1,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2∶1(Hall,2008)。因

此,要帮助退伍军人及其家庭应对多种创伤造成的长期的生理、心理和社会

经济冲击,各种模式和各个层次的社会工作实务干预都是必要的;多种创伤

不仅包括外伤性脑损伤和创伤后应激障碍,还包括肌骨和脊髓的损伤、截
肢、烧伤和视觉问题(Owensetal.,2008)。

同样地,军队中有自杀意图和实际完成自杀的人的数量也达到了空前

的水平。据沃克(Walker,2011)报道,美国海军中有自杀意图的人的数量

一直居高不下,2011年前11个月统计的有自杀意图的人的数量比2002年

全年数量的两倍还多。其实,早在2002年,美国海军陆战队就开始有记录

和报告存在自杀意图者的统计数据了。类似的趋势也出现在陆军中,他们

的自杀率在2004年到2009年呈逐年上升趋势,其之后几年的自杀率比

2001年的两倍还多(Ritchieetal.,2011)。精神卫生专家把军队中自杀和

企图自杀者的增加归因于当前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特点,还有其他

应激因素中的长期频繁被派遣的压力(Walker,2011)。
正如施瓦茨(Schwartz,2011)所讨论的那样,现在许多退伍军人都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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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多次海外任务,在漫长的十年中,他们除了战争一无所知,然后他们回来,
努力地适应普通的市民生活。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一场战争经历过这样漫

长的周期。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虽然大多数军人在整个战争期间都在军中

服役,但他们也仅被部署了一次。在越南战争中,大多数军人只服役一年时

间。然而现在,调派周期混乱,返乡一两个月后,他们可能又会被重新派遣

执行新的任务,这对军人及其家庭的心理社会幸福感将造成破坏性的影响。
不仅全职军人和他们的家庭要经受这种影响,而且还有被称为“全军”一部

分的在预备役和国民警卫队中服役的兼职人员和他们的家庭,也以史无前

例的规模一遍又一遍地经历着这种冲击。
美国伊拉克和阿富汗退伍军人组织(theIraqandAfghanistanVeterans

ofAmerica,2011)最近的一份报告总结了一些资料,这些资料反映了在全

球反恐战争中服役的超过300万军人的配偶、子女和受其赡养的成年家属

曾经勇敢、光荣地肩负着巨大负担。下列是有关多次部署对家庭影响的资

料,这些资料尤其与社会工作实务在各水平上对社会工作干预的需要相关。
● 高达36.6%的军人夫妇有精神障碍。
● 三分之一的军人家庭里的5~12岁的儿童存在出现心理社会问题的

高可能性。
● 军人家庭中发生家庭暴力的比例高于普通市民家庭(Marshall,

Panuzio&Taft,2005)。
● 军人的男性或女性配偶或伴侣中存在高达26%的失业率。
● 军人的妻子和普通市民的妻子在就业率上有35%的差距。
● 搬迁(地理迁移)过于频繁:

给约20%的军人配偶在办理转移许可和证件时造成了一定的困

难,因此她们很难就业;

造成了幼儿照顾上的障碍;

导致军人配偶很难获得教育学位,超过30%的人花了至少5年才

获得相应学位;

使得军人孩子的平均转学次数高达6~9次。
● 父母被派遣的时间累计超过19个月的儿童的考试成绩更低。
● 丧失抵押赎回权的数量上升;2010年,军人家庭中有超过2万例房屋

丧失赎回权。
● 比普通市民家庭高得多的信用卡债务水平,三分之一的军人家庭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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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每月的账单存在困难,超过五分之一的军人家庭从银行以外的途

径借贷。
● 掠夺性贷款公司越来越倾向于在军事基地附近“安营扎寨”,这使得

军人和他们的家庭更易受到欺诈或剥削。
军人和他们的家庭在军人服役期间所经历的负担在他们退休或退役后

并没有结束。例如,某些在外出执行任务过程中需要的心理状态在回归家

庭后还挥之不去,由此经常引发不少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部队派驻期间

强烈的连接感和相互支持感不能与普通市民生活相适应。另一个问题是,
退役军人会在回家后仍然怀念并想重新体验战斗中的兴奋。想要重温这种

兴奋的想法可能与不同形式的病理性风险相关(如药物滥用或赌博成瘾),
这样会更加难以适应(退伍后的)改变,如同下面引述的一名退休海军所反

映的那样:

兴奋是永远不会消失的,它只是以另外的形式出现。比如,退役之

后,我一直寻找那种在夜晚戴着战斗装备跳下2.5万英尺高空的冲动。
许多年轻的海军陆战队员退役后会购买一个速度非常快的摩托车,但

我已经有孩子了,无法保证摩托车后座的安全。因此我发现自己迷上

了洞穴潜水。是的,我会多次独自一人深潜入一个200~2500英尺深

的水下洞穴。这种与世隔绝又充满挑战的感觉特别像我在部队跳伞时

的感受。

这些对照,再加上其他如对导致平民死亡的羞愧感和内疚感的问题,可
能在军人回归家庭之后造成人际关系的疏远和不和、性欲和性活动的降低、
渴望再次被征用及其他并发症,这些后果常常导致配偶们抱怨回归的退役

军人变了,不像原来的他/她了。
此外,由军旅生涯过渡到普通市民生活之际———他们经历了生理、心理

和家庭方面的巨大挑战———他们在经济衰退期的失业率非常高。因此,上
述想要重新被征用的意愿可能会因高达6万美元的重新征用奖金而增加

(U.S.GeneralAccountingOffice,2003)。当然,并非所有的退役军人都处

于水深火热之中。例如,很多军人返回家园时怀揣着一个愿望,就是将自己

的能力用于帮助他们的社区在自然灾害后恢复重建。
然而,大量在大致相同的时间点上从伊拉克战场和阿富汗战场上退返

家园的退伍人员(的需求),可能会超过退伍军人事务部及其所属的相关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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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如老兵中心的充分服务他们的能力。尽管退伍军人事务部已经提供了可

观的广泛服务,但回国的退伍军人的绝对数量将意味着需要更多地依赖民

间社会工作者协助提供服务。民间社会工作者将不再只是基础性地将前来

寻求帮助的退伍军人转到基地的退伍军人事务部,即便他们缺乏处理这些

个案的足够的专业知识。因此,本书的目的之一是,帮助民间社会工作者和

其他精神卫生从业者获得更好地服务于这一人群的必要知识。本书也希望

帮助众多学生(包括那些有志成为正式的军队社会工作者的学生,和那些期

望以民间社会工作者的身份更好地与现役军人、国民警卫队成员、预备役军

人、退伍军人和他们的家庭一起工作的学生)获得这些专业知识。
本书各章节涉及范围广泛的问题和干预措施,这些都是社会工作者需

要学习的。第一部分的五章内容讲述了与军人和退伍军人有关的社会工作

的基础知识。例如,第一章介绍了社会工作和军队的历史,读者可以了解军

队社会工作出现的早期根源(可以追溯到美国内战),以及它如何在之后的

战争中发展,包括在陆、海、空三军中的军队社会工作的角色演变。
第二章则描述了军队文化的独特方面,那是从业者所必须理解的,也是

从业者被军人和退伍军人及其家庭接受的前提。例如,与这个群体建立治

疗关系需要了解作为军队文化一部分的军队权利和权威结构,以及对服务

对象生活的影响。它还要求对种族、性别,以及军队文化中性别认同的多样

性保持高度敏感,这些内容也出现在第二章中。
第三章聚焦于女性军人面临的挑战,尽管她们面临着许多男性化的军

队文化的挑战,但仍然志愿入伍。女性服役于军队的机会正在上升,并且同

志情感和支持系统为女性带来的机会也越来越多,但很多女性仍然是军中

性侵害的受害者。与男性军人相比,女性军人的婚姻更容易失败。她们在

野外训练和被派遣期间,在女性独特的生理过程上面临着巨大挑战。她们

比男性更容易体验到家庭照顾的压力。此外,和男人一样,她们也会体验到

战争导致的创伤后应激障碍,也和男性军人一样十分脆弱。在讨论了这些

挑战后,第三章介绍了帮助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同时也是军中性侵害受

害者的女性的治疗方法。
第四章讨论了民间社会工作者和军队社会工作者共同面临的伦理困

境。其中,有社会工作者对专业伦理和他们所服务对象的忠诚与军队使命

于他们的要求之间的冲突。一个相关的冲突是保护服务对象的隐私与指挥

官了解军人是否适合参战的需求之间的矛盾。
第五章讨论了在与从创伤性战斗中遭遇生理、心理残疾的退伍老兵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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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工作时实务工作者经常体验到的二次创伤。阅读本章后,那些还没有接

触过这类服务对象的学生和民间从业人员便可以在个人和专业水平等方面

对这些影响产生一定的免疫。该章还介绍了像目前的军队社会工作者一样

用于减轻其他服务提供者(这些服务提供者是与经历过其他类型的创伤如

军队性侵害的老兵及和其他退伍老兵一起工作的人)的二次创伤的方法,如
评估、预防和治疗等。

本书第二部分的九个章节涵盖了现役军人和退伍军人的行为健康问题

和相关的干预手段。第六章涉及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在退伍军人中的

历史,并批判性地评估了各种治疗模式按时间顺序提出的定义和解释。接

下来的三个章节讨论了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治疗。例如,第七章讨论了

PTSD的神经生物学和它与认知加工治疗(CPT,是治疗PTSD的一种受经

验支持的治疗方法)的关联,第七章还提供了一个包含12个步骤的CPT治

疗方案的概述。

CPT是暴露疗法的一种形式,第八章聚焦于暴露疗法中的一种很有发

展希望的新方法,它将虚拟现实作为改善暴露元素的一种手段。暴露疗法

是目前公认的最遵循证据为本的治疗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方法。利用虚拟现

实,治疗师控制所呈现的内容,以便增加或减少服务对象与创伤性刺激的接

触程度。治疗师可以呈现触发服务对象反应的线索,如在治疗期间,服务对

象可以嗅到的与事件相关的气味。此外,治疗师可以在虚拟现实出现时监

控服务对象的生理和心理反应。
第九章提供了社会工作者需要了解的对PTSD及其共生障碍进行精神

药物干预的基本信息。接下来,第十章介绍了社会工作者需要了解的有关

TBI(近期战争的典型创伤)的重要信息。这一章还讨论了创伤性脑损伤

(TBI)的普遍性和对它的诊断与治疗、TBI对军人的心理社会功能和对他们

家庭的影响、对TBI的治疗和从共生障碍中恢复的意义。第十一章聚焦在

第十章中提供的有关社会工作实务信息的意义上,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此

章。它包含了对与患有创伤性脑损伤的服务对象一起工作的社会工作从业

者提出的很多具体建议,第十一章还将这些建议按照五个治疗阶段组织起

来,包括从开始的接触到治疗终止。
第十二章和第十三章都聚焦在现役军人和退伍军人中普遍存在的药物

滥用问题。在第十二章中,重点是评估、预防和治疗现役军队组织中的这些

问题。两个受经验支持的门诊治疗方法在此章中被着重介绍,接着又讨论

了在一个生态系统背景中提供这种方法的必要性,并把这种必要性归于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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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文化和目前的部署计划,以及考虑到药物滥用与PTSD和TBI等其他障

碍产生合并症的高可能性。美国军队中的牧师帮助现役军人在药物滥用方

面所起的作用也被纳入讨论。在第十三章中,讨论的重点是预防与干预退

伍军人的药物滥用问题。这一章还深入介绍了这些障碍在退伍军人中发生

的普遍性,以及它们与其他障碍并发的情况,接下来讨论了针对药物滥用的

最佳实务、预防和治疗方案。
第二部分的最后一章,第十四章,介绍了导致军人自杀的因素,识别了

军人自杀潜在的风险因素,讨论了识别处于自杀风险下的人的方法以及如

何预防它,并确定了军人自杀预防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在“全军健康”
(TotalForceFitness)的概念框架下,自杀预防被给予了特别关注,这一概

念框架是在所有军队分支机构中提高军人复原力的一个最重要的模型。
第三部分的三个章节论述了社会工作者在帮助退伍军人过渡到市民生

活中所面临的挑战。比如,第十五章聚焦于退伍军人的无家可归问题。它

描述了这一问题的广泛性,及其对社区的影响,以及对这一问题的预防、康
复和支持系统。第十六章论述了如何帮助退伍军人驾驭整个照顾体系。它

为社会工作者提供了一个驾驭如退伍军人事务部这样一个复杂系统的艰巨

任务的路径图,从而使他们能够更好地帮助退伍军人找到和参与需要的服

务。需要特别关注的是无家可归的退伍军人、女性退伍军人、军队中性侵害

的受害者、预防自杀的努力,以及过渡期的援助。
第十七章讨论了从全职的军队服役过渡到市民生活的各种经验和挑

战,以及社会工作者如何在过渡期协助他们。例如,社会工作者可以提供与

就业保障、充分居住以及有关教育和卫生保健的老兵福利相关的信息。第

十七章还讨论了通过帮助军人融入社区活动和发现新的“使命”,来抵消他

们失去战友情和凝聚力的伤痛的各种方法。
本书的最后一部分,第四部分,包含了服役如何影响家庭的九个章节。

最前面的一章(第十八章)提供了一个关于军队服务对家庭之影响及其对社

会工作者角色的意义的概念性和历史性的回顾,同时从压力对家庭的影响

和家庭对军队使命的影响这两个角度介绍了对家庭重要性的认知是如何在

整个美国历史中发展的,其可以一直追溯到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它比较了

现在的战争和过去的战争对有服役军人的家庭和儿童的影响,并描绘了有

服役军人的家庭是如何对每一次战争做出崇高且显著的贡献的。
接下来,第十九章着重描述了部署周期对家庭福祉的影响,尤其着重描

述了对家庭暴力的预防和治疗。它描述了部署周期的几个阶段,其中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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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前、部署中、维持部署、重新部署以及部署后几个阶段。它探讨了每个

阶段如何影响家庭,并描述了适用于每个阶段的支持计划。
第二十章着眼于国民警卫队和预备役人员的家庭的特殊需要,以及如

何支持他们。这一章指出,国民警卫队和预备役人员的家庭不像其他的军

人家庭,他们虽然生活在普通市民社区,但却体会到强烈的被孤立感,并缺

乏从邻近的其他军人家庭或支持系统中获取支持的机会,而这些支持系统

在军队驻区中是能很方便获得的。
第二十一章讨论了有特殊需要或残疾儿童的军人家庭。它深入描述了

特殊家庭成员计划(ExceptionalFamilyMemberProgram)和计划中的社会

工作者及相关人员的角色,这个计划是国防部为有特殊医疗或教育需求的

军队家庭强制执行的。
第二十二章探讨军人家庭中的哀伤、失落和丧亲,探讨的重点是自杀带

来的丧亲之痛。配偶在军队中死亡不像配偶在普通市民世界中死亡一样,
它涉及的面更复杂。在这些独特的复杂性中往往涉及死亡的暴力特征、遗
体的状况、死亡津贴和荣誉,以及丧失生命的(军事)方式。了解了这些及其

他特殊情况之后,本章论述了相关的临床性问题(如反移情),并提出了干预

建议。
第二十三章介绍了一种支持长期家庭照顾的方法———压力过程模型。

这一模型提供了一个思考与照顾其他正在发生的生活中的与压力事件有关

的压力、评估和应对之间交集的框架。该章讨论了这种模型如何被从业者

用于减轻军人和退伍军人照顾者的负担和压力。
第二十四章的重点是受父母军队服役经历影响的儿童和青年。该章描

述了正在进行的多个部署周期对儿童和他们的家庭的影响,如军旅生活体

验是如何积极或消极地影响孩子的情绪发展和生长发育的,以及为帮助他

们更好地应对这些影响,各种机构开发的服务计划和干预措施都有哪些。
第二十五章提出了一种适用于多次部署和重新部署后再次融入压力的

夫妻治疗方法。该方法涉及当代的依恋理论、二次创伤、文化响应性,以及

两性对创伤的不同回应。
最后,第二十六章回顾了压力、理论模型,以及对受服役影响的军人夫

妇和家庭的评估和干预策略。同时,本章也提供了在前面各章中涉及的有

关军人家庭生活压力的一些综合性材料。这一章描述了目前正被实施于受

服役影响的夫妻和家庭的一些经验性疗法。在本章小结部分,还讨论了为

什么某些需要这些治疗的军人及其家庭没有接受这些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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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理解并干预军人及其家庭 

正如之前各章所概括的一样,本书的重点被放在社会工作者和与之合

作的想要帮助受当今全球反恐战争冲击的现役军人、退伍军人及其家庭的

其他专业人员目前所面临的挑战上。然而,我们也认识到,从早期战争(如
越南战争、索马里战争、海湾战争等)中退下来的退伍军人也需要他们的帮

助,我们并没有忘记这些历史上的英雄。尽管本书讨论过的很多问题和干

预措施也与这些过去战争中的退伍老兵有关,但深入研究这些退伍老兵所

面临的独特问题超出了本书的研究范畴。
本书的绝大部分章节在结尾部分列出了反映本章主要概念的相关问

题———这些问题特别适合教员在教授这些概念时使用。此外,本书的大多

数章节也提供了案例插页,以阐释这些章节主题的实务应用。大多数的案

例插页下都有与案例相关的讨论题。
无论你目前是一名实务工作者、学生还是一名教师,我的合著者和我都

希望你觉得本书是有用的。最重要的是,我们希望它能对你们改进工作有

帮助,有助于你们帮助我们英勇的军人及他们的家庭,应对因他们是现役军

人、国民警卫队成员、预备役军人或从正在进行的全球反恐战争中退下来的

退役军人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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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介绍

艾伦·鲁宾(AllenRubin),PhD,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社会工作学院的

伯特·克鲁格·史密斯百年纪念教授(BertKrugerSmithCentennial
Professor),他从1979年开始就在那儿工作。他发表的很多关于研究和证

据为本的实践的论文著述享誉国际。1997年,他成为社会工作和研究学会

(SocietyforSocialWorkandResearch)的“发表研究杰出榜样”荣誉的获得

者之一。他是七本专业杂志的顾问编辑。他是社会工作和研究学会的创始

成员之一,并在1998年至2000年担任杂志的主编。1993年,他获得匹茨堡

大学社会工作学院的杰出男校友奖。2007年,他获得美国社会工作教育协

会授予的社会工作教育奖卓越终身成就奖。2010年,他正式成为美国社会

工作和社会福利学会的成员。

尤金妮娅·L.韦斯(EugeniaL.Weiss),PsyD,LCSW,目前是美国南加州大学社

会工作学院的助理教授。她在“军队家庭的社会工作实务”课程中担任指导教

师,是南加州大学精神健康方向(VirtualAcademicCenter,VAC)的协调员,也
是VAC军队社会工作子方向上的共同协调员。韦斯博士有18年的私人实践

经验,主要治疗军队人员和他们的家庭。她因一篇合著的名为《军人文化和退

伍军人世界观对心理健康治疗的影响:对退伍军人寻求帮助和健康的实践意

义》(“TheInfluenceofMilitaryCultureandVeteranWorldviewsonMental
HealthTreatment:PracticeImplicationsforCombatVeteranHelp-Seekingand
Wellness”)的论文与同事共同获得国际卫生、健康和社会协会的论文奖。韦斯

博士是多本同行评审期刊论文的作者和合著者,也是专业书籍《平民顾问的初级

咨询老兵》(ACivilianCounselorsPrimertoCounselingVeterans,2nd
ed.,2011)的合著者之一。韦斯博士现在是《军事行为健康杂志》(Military
BehavioralHealthJournal)编辑委员会的成员。

乔斯·E.科尔(JoseE.Coll),PhD,现任得克萨斯州立大学社会工作学院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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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曾任圣里奥大学社会工作系的副教授、退伍军人学生服务部主任。

2011年之前,科尔博士是南加州大学社会工作学院的一名临床副教授,也
是圣地亚哥学术中心的主任和军队社会工作的主席。2012年,他因合著的

名为《军人文化和退伍军人世界观对心理健康治疗的影响:对退伍军人寻

求帮助和健康的实践意义》(“TheInfluenceofMilitaryCultureand
VeteranWorldviewsonMentalHealthTreatment:PracticeImplications
forCombatVeteranHelp-SeekingandWellness”)的论文与同事共同获得

国际卫生、健康和社会协会的论文奖。科尔博士是多本同行评审期刊中有

关军队社会工作方面的论文作者和合著者,也是专业书籍《平民顾问的初级

咨询老兵》(ACivilianCounselorsPrimertoCounselingVeterans,2nd
ed.,2011)的合著者之一。他是哈佛管理发展项目(MDP)的毕业生。科尔

博士还是一名海军陆战队的退伍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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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L.奥尔布莱特(DavidL.Albright),PhD,MS,MSW,社会工作助理教

授,军队社会工作研究生认证协调员,密苏里大学哥伦比亚分校退伍军人和

军人家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他是前陆军步兵军官。他专研军队和退伍军

人健康照顾服务,以及治疗与战斗有关的多发伤。奥尔布莱特博士是《社会

工作实务研究》(ResearchonSocialWorkPractice)的执行主编,也是《社会

工作与研究协会杂志》(JournaloftheSocietyforSocialWork)和坎贝尔

协作网社会福利组(CampbellCollaborationsSocialWelfareGroup)的编辑

委员会成员。

萨拉·阿斯穆森(SarahAsmussen),PhD,彭德尔顿营国防和退伍军人脑损

伤中心的联合高级科学主任/神经心理学家,服现役于海军陆战队,也是南

加州大学的兼职讲师。她在帕洛阿尔托大学与斯坦福心理学博士联盟计划

下完成正式的专业训练,后在帕洛阿尔托退伍军人管理局和詹姆斯·A.哈
利退伍军人管理局专门从事各种神经疾病的治疗/评估。她还拿到两年的

奖学金,在巴罗神经学研究所专门从事神经心理学研究,研究焦点是癫痫、
康复和急性损伤。她参加过很多全国性的专业会议,并发表演讲,在加州地

区广泛授课,在各地区培训服务提供者。

威利·G.巴恩斯(WillieG.Barnes)拥有婚姻和家庭系统的博士学位。巴恩

斯上校在陆军国民警卫队担任牧师长达23年,他在国民警卫队联合牧师战

略目标咨询委员会任职。他在全国范围内发表了关于精神康复、军队文化、部
署动态、自杀预防和与战争相关的伤害等主题的演讲。巴恩斯博士曾担任应

用神学副教授,并在秘鲁和牙买加的大学担任客座讲师。他是美国婚姻和家

庭治疗协会的临床研究员和督导成员,拥有25年的临床、学术和军队经验。

凯瑟琳·巴沙姆(KathrynBasham),PhD,LICSW,教授,博士项目的联合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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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和《史密斯学院社会工作研究》(SmithCollegeStudiesinSocialWork)
杂志的编辑,从事与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和他们的家庭再适应相关的研究、
写作、实务和教育。她拥有 MSW和临床社会工作博士学位。她已被任命

为三个国会授权委员会和美国医学会的成员,负责评估增进军人家庭精神

健康的方法。她还被授予美国医学会杰出临床医师的荣誉,并与他人合作

撰写了多篇论文在国内外发表。

辛西娅·博伊德(CynthiaBoyd),PhD,是圣地亚哥海军医疗中心国防和退

伍军人脑损伤研究中心的神经心理学家和高级科学主任。在这个岗位上,
她评估从战场上归来的军人是否患有创伤性脑损伤和创伤后应激障碍。博

伊德博士在全美范围内介绍与外伤性脑损伤、创伤后应激障碍以及认知和心

理症状的伪装相关的各种神经心理学问题。她还在法医神经心理学方面有独

立实践的经验,擅长对脑损伤、创伤后应激障碍、暴力犯罪者和跟踪行为进行

刑事和民事评估。

布鲁斯·凯普哈特(BruceCapehart),MD,MBA,达勒姆退伍军人管理局医

学中心OEF/OIF项目医学主任,杜克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助理教授。他

的临床兴趣是对退伍军人进行精神病学评估和管理,尤其关注外伤性脑损

伤等神经疾病。他的研究兴趣包括创伤后应激障碍和爆炸伤的生物力学和

病理生理学。他曾担任美国陆军战斗创伤咨询师和民事爆炸伤害诉讼专家

证人。他是美国陆军预备役的一名老兵。2003年,他完成了阿富汗之行。

蕾切尔·布尔达 赫梅莱夫斯基(RachelBurda-Chmielewski),MSW,LISW,
是加州圣地亚哥退伍军人管理局医疗中心的一名注册临床社会工作者。她

参与了酒精和药物治疗项目,擅长评估和治疗同时患有物质使用障碍和创

伤后应激障碍的退伍军人。她还通过在空军和海军陆战队家庭服务中心的

实习,与现役军人及其家人一起工作。

爱德华·V.卡里略(EdwardV.Carrillo),MSW,LCSW,是圣地亚哥医疗系

统退伍军人事务部的临床社会工作者。他的专长是治疗战斗和犯罪受害者

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患者,并在退伍军人管理局(VA)“退伍军人无家可

归者健康护理计划”(HealthCareforhomelessveteransProgram)中向无

家可归的退伍军人伸出援手。他是南加州大学社会工作学院的兼职网络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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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和社区网络浸入式讲师。他是一名越战老兵,最近加入了一个佛教禅宗

团体“theOrderofInterbeing”,成为其中的一员。

科兰达·凯托(ColandaCato),PhD,MA,是一名注册临床心理学家与创伤

后应激障碍和暴力问题预防的专家,任职于卓越防御中心,复原力和预防理

事会。她为军队高级领导人设计和制作有关PTSD、自杀和军队暴力的风

险与预防因素的简报,并在全国各地的许多会议上发表演讲。她目前负责

复原力、预防因素和项目评估方面的研究。她在各种军队工作团体中担任

主席、联合主席和主要成员,并担任心理学助理教授。凯托博士有超过11
年的军队经验,是一位杰出的空军资深心理学家。

艾莉森·N.克拉克(AllisonN.Clark),PhD,贝勒医学院物理医学与康复系

助理教授。她也是TIRR赫尔曼纪念医院脑损伤研究中心的一名研究专

家。她感兴趣的领域包括后天脑损伤后的情绪功能、知识转化、团体干预和

认知康复。克拉克博士曾在很多国家和地区会议上发言,并与人合作发表

了30多篇文章和摘要,其中包括16篇同行评议的出版物。

约瑟夫·J.科斯特洛(JosephJ.Costello),MSW,是加州圣马科斯退伍军人

中心的团队领导。自1994年以来,他一直在退伍军人事务部工作,主要负

责退伍军人和他们的家庭再适应问题。他的专长是治疗与战争相关的

PTSD和药物使用障碍。科斯特洛在全国各地就伊拉克和阿富汗退伍军人

的适应和过渡问题发表了演讲。他还在南加州大学创新与研究中心教授军

队文化继续教育课程。科斯特洛是阿富汗战争的老兵,2010年从陆军预备

役退休。

托德·克里杰(ToddCreager),MSW,是南加州大学社会工作学院的兼职讲

师。他是一名注册临床社会工作者和注册婚姻家庭治疗师。他以对夫妻和

性问题的研究而闻名,并著有《漫长而热烈的婚姻》(TheLong,Hot
Marriage)一书,该书帮助夫妻重新燃起激情和活力。他还发表了许多关于

夫妻、沟通和性的文章。他在加州奥兰治县有一间私人诊所,并作为一名关

系专家出现在各种电视和广播节目中。

朱迪丝·丘克(JudithCukor),PhD,是威尔康奈尔医学院精神病学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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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教授。她在各种人群中广泛从事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治疗工作,包括军

人、灾难工作者和烧伤幸存者。丘克博士为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专门治疗提

供培训和督导,并撰写了有关创伤相关疾病的学术论文和书籍章节。她是

纽约长老会医院赫斯特烧伤中心的顾问,也是几项研究的联合研究员,这些

研究涉及在不同创伤人群中开发PTSD治疗方法。

詹姆斯·G.戴利(JamesG.Daley),PhD,MSW,LCSW,印第安纳大学社会工

作学院副教授。他发表和报告了一系列国际军队社会工作方面的论文,并
担任《社会工作前沿》(AdvancesinSocialWork)杂志2012年军队社会工

作春季特刊的联合主编,是2010年军队社会工作年会的主讲嘉宾,并作为

指导委员会成员参与开发 CSWE的《军队社会工作能力要求指南》
(CompetenciesinMilitarySocialWorkGuidelines)。他还担任过多所大学

的军队社会工作课程顾问。他是《军队社会工作实务》(SocialWorkPractice
intheMilitary)杂志的编辑。

朱莉·达米科(JulieDAmico),MA,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塞梅尔神经科

学与人类行为研究所(UCLASemelInstituteforNeuroscienceandHuman
Behavior)FOCUS项目干预服务输送和支持专家。她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治

疗师和家长教育者,她的专长是帮助有发育障碍和行为障碍的儿童。达米

科女士获得了心理咨询硕士学位。在与FOCUS合作之前,她还在加州大

学洛杉矶分校美泰儿童医院(MattelChildrensHospitalUCLA)担任志愿

者,帮助患有严重疾病的儿童及其家人。

塔拉·德布拉伯(TaraDeBraber),MEd,MSW,一名圣地亚哥退伍军人无家

可归预防示范项目的社会工作者。她受美国金融业监管局(FINRA)金融

顾问项目资助,成为2012年的一名军嫂研究生。她也是美国海军陆战队救

援协会(NavyMarineCorpsReliefSociety)的一名个案工作者。

乔安·迪菲德(JoAnnDifede),PhD,精神病学心理学教授,威尔康奈尔医学

院焦虑和创伤压力研究项目主任。迪菲德博士专门治疗焦虑、情绪和创伤

相关的疾病,并与“9·11”世贸中心幸存者、烧伤患者、灾难工作者和军事人

员广泛合作。她是创伤后虚拟现实疗法应用的先驱,也是多项创伤后应激

障碍创新治疗研究的首席研究员。她是美国焦虑症协会(Anx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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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ordersAssociationofAmerica)科学顾问委员会成员,也是杰里科项目

(JerichoProject)的顾问委员会成员,她还在美国各地的军事医疗中心督导

VR治疗。

凯塔·富兰克林(KeitaFranklin),PhD,LCSW,美国海军陆战队总部行为健

康分部负责人。她管理着性侵预防和处理、家庭倡导、自杀预防、作战压力

控制和药物滥用等项目。她负责该处的政策规划、培训、技术援助、资源管

理和宣传工作。她的专长集中在军队部署和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对军

人家庭成员的影响上。她就影响军人及其家庭的议题,包括服役压力、二次

创伤、女性服役问题、军人父母以及当今军人的行为健康需求等发表过多篇

论文和演讲。

埃迪扎·加西亚(EdizaGarcia),PsyD,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塞梅尔神经

科学与人类行为研究所内特森家庭复原中心的模型导师。她接受了预防和

治疗儿童和家庭创伤性压力方面的专门培训。她是《FOCUS军人夫妇复原

力训练手册》(FOCUSforMilitaryCouplesResilienceTrainingManual)
的联合作者,也是全美军人家庭协会“紫色家庭撤退行动”的顾问,她还是加

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儿童与家庭创伤精神病学服务(UCLAChildandFamily
TraumaPsychiatryService)的临床协调员,她在那里培训儿童精神病学研

究员,帮助他们进行优势为本、创伤知情治疗的评估。

玛丽罗丝·杰拉迪(MaryroseGerardi),PhD,是埃默里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

和行为科学系的助理教授。她通过创伤和焦虑康复项目提供认知行为治疗

服务和督导,并在进行中的研究中担任治疗师和督导角色,研究虚拟现实暴

露疗法和长期暴露疗法,以治疗与军队有关的PTSD。她还训练专业人员使

用虚拟现实暴露疗法。

弗兰·戈德法布(FranGoldfarb),MA,MCHES,是洛杉矶儿童医院南加州

大学发展障碍者卓越教育计划(USCUCEDD)的家庭支持主任。她是一名

拥有硕士学位的健康教育专家,但她在UCEDD的角色是因为她曾经是一

名自闭症儿童———现在已经基本成年的家长的生活经历。她有丰富的经

验,协助机构提供家长培训和支持,以及培训专业人士与家长合作。她是洛

杉矶阿斯伯格综合征父母支持小组的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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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蒂娜·哈尼特(ChristinaHarnett),PhD,MBA,是约翰·霍普金斯大

学教育学院的注册心理学家和助理教授。她一直积极参与马里兰州国民警

卫队的部署周期支持项目,包括培训和课程开发,并发表了关于预备役文化

对军人和家庭的影响以及退伍军人重新融入社会的挑战的论文。她参加了

多个与军队行为健康问题有关的州立委员会和国家委员会,并通过外展培

训积极参与马里兰州行为健康服务提供者的能力建设。她是马里兰国防

军/第十医疗团的一名少校,也是《国际紧急心理健康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ofEmergencyMentalHealth)编辑委员会的成员。

杰西·J.哈里斯(JesseJ.Harris),PhD,教授,巴尔的摩马里兰大学社会工作

学院荣誉退休院长,美国陆军上校。他主要工作于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
在那里,他隶属于第82空降师。他的很多著作都涉及他在西奈沙漠与维和

人员打交道的经历,以及他被国务院派往莫桑比克评估被俘儿童士兵状况

的经历。哈里斯博士还撰写了大量关于军队社会工作历史的著作。他在国

际上做过演讲,并在民间机构和退伍军人机构的董事会任职。

海伦娜·哈维(HelenaHarvie),MSSW,完成了在得克萨斯州中部退伍军人

医疗保健系统和在德国兰德斯图尔地区医疗中心的实习,其间她与患有严

重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现役军人一起工作。她在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

(UniversityofTexasatAustin)开展服务军人的研究,并帮助开发了一门

服务军人及其家庭的社会工作课程。

安东尼·M.哈桑(AnthonyM.Hassan),EdD,LCSW,南加州大学退伍军人

和军人家庭创新研究中心(CIR)主任。他是一名退役的空军官员,拥有25
年的军队社会工作和领导经验。哈桑博士在2004年的伊拉克自由行动中

服役,他是第一个加入陆军部队的空军战斗压力控制和预防小组的成员。
他在社会工作、领导和高等教育管理等方面有大量的著述和演讲。哈桑博

士领导CSWE的特别工作组,为军队社会工作制定国家指导方针。

马修·杰弗里斯(MatthewJeffreys),MD,是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UT健

康科学中心的精神病学副教授。自1995年以来,他一直是南得克萨斯退伍

军人医疗系统的PCT医疗主任,2008年起,他通过国家 PTSD中心

(NCPTSD)担任VISN17的 PTSD 导师。从2010年到2011年,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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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PTSD的咨询项目提供咨询。他曾提供的其他服务包括作为工作组成

员参与修订退伍军人管理局/国防部PTSD临床实践指南,他的兴趣包括正

在进行的与PTSD治疗相关的教育和研究项目。

吉尔·哈林顿 拉莫里亚(JillHarrington-LaMorie),DSW,LCSW,国家军人

家庭丧亲研究所创伤压力研究中心资深实地研究员,灾难遗眷援助计划的

前专业教育主管。她在服务受创伤、悲伤和损失影响的个人和家庭方面有

丰富的临床经验。拉莫里亚博士是最早发表有关美国军人家庭丧亲之痛论

文的作者之一。她曾受邀为几所大学、非营利组织、军队和临终关怀院做演

讲。拉莫里亚博士是死亡教育与咨询协会的董事会成员;《死亡与临终欧米

伽杂志》(Omega-JournalforDeathandDying)的同行评议者,也是美国社

会工作者协会的成员之一。她积极参与各项慈善活动,为遇难者家属、退伍军

人和军人家属提供帮助。

苏珊娜·利曼(SuzanneLeaman),PhD,埃默里大学精神病学系的研究心理

学家。她与来自不同人群的创伤幸存者如难民、退伍军人和现役军人合作,
她的研究兴趣集中在创伤后应激障碍和相关疾病的治疗和识别上。利曼博

士发表了多篇同行评议的期刊文章,并在国际会议和研讨会上展示了有关

PTSD和人际暴力的研究结果。目前,她是多个PTSD治疗和早期预测研究

项目的合作研究者。

格雷戈里·A.莱斯金(GregoryA.Leskin),PhD,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国家

儿童创伤压力中心(UCLANationalCenterforChildTraumaticStress)军
人家庭行动项目的主任,该项目与国家儿童创伤压力网络(NCTSN)保持联

络。他为国防部和退伍军人事务部提供了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外伤性脑

损伤(TBI)、焦虑症、复原能力训练、儿童创伤应激和证据为本的干预方面的教

育、培训、项目开发、评估和咨询。他已经发表了30多篇关于这些主题的学术

论文和书籍章节。

帕特里西娅·莱斯特(PatriciaLester),MD,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塞梅尔

研究所精神病学的简和马克·内特森家庭精神病学教授(JaneandMarc
NathansonFamilyProfessorofPsychiatry)。她主管以建立军人家庭复原

力为目标的FOCUS(FamiliesOverComingUnderStress)项目,同时也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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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管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欢迎回归退伍军人家庭恢复力中心(UCLA
WelcomeBackVeteransfamilyresilienceCenter)。莱斯特博士的研究和临

床工作致力于为面临创伤事件、父母疾病和战时部署的家庭和儿童制订、评
估和实施以家庭为中心的干预措施。她就上述课题发表了40多篇研究论

文和著作章节。

詹姆斯·马丁(JamesMartin),PhD,BCD,是布林莫尔学院社会工作和社会

研究教授。他的学术成就、教学和公共服务专注于社会和行为健康问题;他
的研究和公民参与主要面向军队和退伍军人群体。作为一名退役的陆军上

校,吉姆在陆军医疗部26年的职业生涯包括临床、研究、高级管理(指挥)和
政策任务。吉姆是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波斯湾战区的高级社会工作官员,
他编辑了《海湾战争与心理健康:综合指南》(TheGulfWarandMental
Health AComprehensiveGuide)一书。

莫妮卡·M.马蒂厄(MonicaM.Matthieu),PhD,MSW,LCSW,是华盛顿大

学布朗社会工作学院的研究助理教授。从1995年到2000年,她是退伍军

人事务部、新奥尔良退伍军人资源中心的临床社会工作者。2008年,她重

返圣路易斯退伍军人管理局医疗中心,担任社会工作研究者。在退伍军人

管理局和布朗学院的联合任命下,她继续关注退伍军人的问题,并对循证实

践、创伤治疗、暴力和伤害预防的干预进行研究。

德博拉·麦高夫(Deborah McGough),BA,目前是特殊家庭成员项目

(ExceptionalFamilyMemberProgram)和学校联络项目的项目经理,这两

个项目都支持加州的一个海军陆战队基地和其他武装部队的多个单位,她
还担任了四年半的陆军EFMP项目经理。麦高夫接受过正规的心理学培

训,特别聚焦于残疾儿童的心理健康,并作为多重残疾儿童的养父母有丰富

的生活经验。她的专长是协调和利用民用和军用资源,并代表现役EFMP家

庭进行宣传倡导。

迈克尔·梅塔尔(MichaelMetal),2013级MSW学生,也是一名退役海军老

兵。他的专业方向是军队社会工作领域的精神健康。他积极参与多项与上

述领域相关的慈善事业。迈克尔曾在全国范围内发表关于老兵世界观的演

讲,并发表过同样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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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瑟琳·E.莫吉尔(CatherineE.Mogil),PsyD,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大

卫·格芬医学院(DavidGeffenSchoolofMedicine)塞梅尔神经科学与人类

行为 研 究 所 (UCLA SemelInstitutefor Neuroscienceand Human
Behavior)的助理临床教授。她是一名注册临床心理学家,担任内特森家庭

复原中心(NathansonFamilyResilienceCenter)的培训和干预发展主任,以
及儿童和家庭创伤服务(ChildandFamilyTraumaService)的联合主任。摩

泽尔博士是军人家庭项目的联合开发人员,并为包括美国军人家庭协会、健康

科学统一服务大学和洛杉矶县精神健康部门在内的军人家庭服务组织提供咨

询和相关主题的专业知识。

阿伦·诺林(AaronNowlin),CADC2,BA,是加州拉霍亚退伍军人事务医院

的药物和酒精问题咨询顾问。他的专长是治疗那些被诊断为滥用化学品或

依赖化学品的人,特别是现役军人和退伍军人。在过去五年里,他一直受雇

于VA,而在此之前,他受雇于圣地亚哥洛玛岬(PointLoma)的药物滥用

(SARP)康复计划长达三年半之久,他还在一家住院治疗机构工作。在

SARP期间,他为被诊断为化学品依赖的现役军人提供治疗。

凯莱布·尹·拉(CalebYoonRa),LCSW,目前是圣地亚哥退伍军人保健系

统“退伍军人无家可归者保健诊所”的资深社工。他负责为圣地亚哥县长期

无家可归的退伍军人提供个案管理服务。他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服役8年,
在伊拉克的锡安沙漠执行作战工程任务。他完成了两次战斗任务(2003
年,2005年),之后光荣退伍,是一名中士。

阿尔伯特·斯基普·里佐(Albert“Skip”Rizzo),PhD,南加州大学创新技术

研究所副所长,精神病学和老年学研究教授。Skip的专长是研究和开发用

于临床评估、治疗和康复的虚拟现实系统。他的研发团队创建了虚拟伊拉

克/阿富汗VR暴露治疗系统,用于治疗现役人员和退伍军人的PTSD。此

外,他还撰写了200多篇学术论文和著作章节,内容涉及他在普通民众和军

人中使用VR进行的一系列心理、认知和运动临床健康研究。

珍妮弗·罗伯茨(JenniferRoberts),MSW,LCSW,是南加州大学的社会工

作兼职助理教授。她是退伍军人管理局圣地亚哥医疗系统的资深项目经

理。她在影响女性退伍军人的问题上有专长。她在圣地亚哥县各地发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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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军人家庭和女性退伍军人问题的演讲。

芭芭拉·奥拉索夫·罗特鲍姆(BarbaraOlasovRothbaum),PhD,精神病学

教授,临床研究副主席,埃默里大学创伤和焦虑康复项目主任。她专门研究

对焦虑症患者的治疗,已经撰写了200多篇学术论文、著作章节和六本专著。
她曾担任国际创伤应激研究会主席,是美国焦虑障碍协会和强迫症基金会的

董事会成员,也是使用虚拟现实疗法治疗心理障碍的先驱和 Virtually
Better网(www.virtuallybetter.com)的合作创立者。

艾莉森·桑托约(AllisonSantoyo),MSW,毕业于南加州大学社会工作学

院。她目前已在行为科学委员会登记注册,并获得了几个小时的许可。她

在一家急症医院担任医务社会工作者,为不同的人群提供服务,包括外科病

人、妇幼保健、患有精神疾病和药物滥用障碍的病人。

吉米·斯特伯格(JimmyStehberg),PhD,是智利安德烈斯·贝略(Andres
Bello)大学的助理教授,安德烈斯·贝略大学生物医学研究所神经生物学实

验室主任和副研究员。他的专长是研究记忆和精神疾病,在啮齿动物和人

类身上进行研究。他发表过几篇关于记忆的研究文章和书籍章节。

玛格丽特·A.斯特鲁森(MargaretA.Struchen),PhD,临床神经心理学家,
赫尔曼纪念医院(TIRRHermannMemorialHospital)心理学和神经心理

学服务的经理。她也是贝勒医学院物理医学和康复学助理教授。她有丰富

的经验,为住院病人和门诊病人的脑损伤和其他神经损伤或疾病提供心理

服务。斯特鲁森博士曾担任多个联邦政府资助的外伤性脑损伤患者康复研究

和培训项目的首席研究员和联合研究员,其中包括担任外伤性脑损伤患者社

区融合康复研究和培训中心的联合研究员。

安杰拉·B.斯温森(AngelaB.Swensen),BS,RonaldE.McNairScholar
(2010),是华盛顿大学乔治·沃伦·布朗(GeorgeWarrenBrown)社会工作

学院心理健康服务专业的 MSW 学生。她在圣路易斯退伍军人事务部

(DepartmentofVeteransAffairs)完成了一项研究和实习开发,目前正在退

伍军人事务部(VA)的老兵正义外展计划(VeteransJusticeOutreach)中完

成她第二阶段的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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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芭拉·吉冈·惠勒(BarbaraYoshiokaWheeler),PhD,RN,南加州大学凯

克医学院临床儿科学副教授,洛杉矶儿童医院USCUCEDD副主任。她有30
年的研究生培训经验,并在系统中为服务发展障碍患者及其家庭的服务人员

培育能力。作为一名职业陆军中士的女儿,国家对支持军人家庭的兴趣使她

的学术工作重新聚焦在“卓越家庭成员计划”上。她于1995—2000年在总统

的智力迟钝委员会工作。

杰弗里·S.雅尔维斯(JeffreyS.Yarvis),PhD,是贝尔沃堡社区医院行为健

康的副总指挥,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的健康科学统一服务大学(USUHS)家庭

医学助理教授,在弗吉尼亚联邦、温莎大学(加拿大)和休斯敦大学的社会工

作学院兼职教授。他被授予2008年美国陆军和军队服务社会工作者的年

度荣誉。24年来,他在全球范围内就军队福利机构的精神健康问题进行了

广泛的演讲、治疗和研究。他最近出版了一本关于退伍军人PTSD阈下的

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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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现役军人及退伍军人社会工作的基础  

  





第一章 军队和退伍军人社会工作简史

AllenRubin&HelenaHarvie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各种社会机构中的社会工作者在为现役军人、
退伍军人和他们的家庭提供行为健康服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今

天,军队和退伍军人事务部(VA)仍然是雇用社会工作者的主要部门。持证

社会工作者可以作为军队或民间社会工作者全职工作于退伍军人事务部或

诊疗中心。他们也可以作为民间社会工作者与军队或退伍军人事务部签署

劳动协议,提供兼职或全职服务。除此之外,他们还可以以私人从业者的身

份通过军方的TRICARE健康保险计划,或为现役军人提供短期治疗服务

的员工援助计划(EmployeeAssistanceProgram,EAP),来为军人家庭和

退伍人员服务。另外,包括国民警卫队和预备役在内的军人及其家庭,也在

和VA签约的社区精神健康机构的民间社会工作者的工作范围内。如果你

以“军队中的社会工作”为关键词进行搜索,你可以找到各个军队分支机构

的网站,上面描述了军队社会工作者是做什么的,以及成为持证社会工作者

的必备条件等。你也可以在VA的官方网站www.socialwork.va.gov上找

到类似的信息,它会告诉你如何才能成为一名社会工作者。VA雇用了超

过13000名社会工作者(PartnersforPublicService,2010),并为社会工作

学生提供了一个临床培训项目,该项目每年大约培训900名学生

(DepartmentofVeteransAffairs,2010:1)。
就目前军队组织重视社会工作的程度而言,你可能会惊讶地了解到,直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快结束时,社会工作才作为军队内的一个职业被美国军

队正式承认。然而,军队社会工作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更早时期,就像社会工

作职业比它作为一个专业出现得更早一样,其也因为关注慈善及如何应对

贫困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着。同样地,美国的军队社会工作可以追

溯到1636年,当时《普利茅斯的朝圣者》(PilgrimsofPlymouthCountry)
声称照顾伤残退伍军人是殖民地的责任,如此,第一部照顾退伍军人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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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颁布(DepartmentofVeteransAffairs,n.d.)。
美国军队社会工作的近代起源与美国内战(1861—1865)有关,当时美

国红十字会的创立者克拉拉·巴顿(ClaraBarton)不仅为受伤士兵提供医

疗上的帮助,还协助士兵寻求社区资源、从家庭成员处获取并传达信息

(AmericanRedCross,2011)。志愿者们也在内战期间慰问联邦士兵,为他

们提供支持和安慰(Raiha,2000)。但直到内战结束,美国红十字会才成为

一个官方组织。
然而,直到1898年的美西战争,美国红十字会才作为一个官方组织为

战时的美国武装部队提供服务(AmericanRedCross,2011)。虽然美国红

十字会主要为军人提供医疗照顾,但它同时也提供非医疗服务———用一种

特定的通信服务来处理军人家庭的咨询。1898年是专业社会工作教育诞

生的一年,同年,哥伦比亚大学开设了第一门社会工作课程(National
AssociationofSocialWorkers,n.d.)。美西战争期间,美国红十字会的很

多服务都是由社会工作者提供的,因此,“军队社会工作”这个词可以被看作

起源于那个时期。1898年以前,某些公民可能已经在履行社会工作的义务

了,但直到这个职业出现,专业社会工作者才开始做这些工作。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果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对精神病社会工作者的需求的增长越来越为人

们所熟知,当时有近100000名现役军人和退伍军人被军队医院确诊为患有

神经及精神障碍(Harris,2000)。1905年,第一批精神病社会工作者作为

跨学科临床服务团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被雇用到一些神经科的诊所工作。
他们的基础作用是获得精神科医生所需的与家庭背景和过去的生活经验相

关的信息。后来,精神病社会工作者也负责为精神病人的返家做家庭方面

的准备(OKeefe,2009)。精神病社会工作于军队的价值是在1918年红十

字会的推动下显现出来的,当时红十字会的第一名社会工作者被雇用到纽

约普拉茨堡的美国陆军总医院第30院下属的神经症专科医院工作。社会

工作者的职责是“协助医务人员获取正在接受治疗的士兵的个人、家庭和社

区背景信息,以此作为诊断、治疗和制订出院后计划的辅助手段”(OKeefe,

2009:1)。这个项目的成功,不仅使得这所医院的精神病社会工作者的数

量迅速增加,也使得红十字会开始向所有医院分配医务社会工作者(即医疗

机构的社会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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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3月的战争结束后,军医总监要求红十字会在联邦医院建立一

个类似于平民医院现有的精神病学项目的社会服务计划(Harris,2000)。
当时的美国公共卫生服务部主要负责照顾退伍军人,红十字会则承担包括

规划社会服务项目、制定政策、招聘人员和协助组织在内的所有工作。到

1920年1月,42所联邦医院设立了社会服务部,并主要服务于退伍军人和

现役军人(OKeefe,2009)。
红十字会一直承担着这些精神医学社会服务的所有责任,直到退伍军

人管理局(VeteransBureau)在1926年6月16日建立了自己的社会工作

部。《退伍军人管理局总则》(TheVeteransBureauGeneralOrder)制订了

社会工作计划,并规划了退伍军人管理局的组织架构和职能(Departmentof
VeteransAffairs,2010)。第一年入职的员工中有14名社会工作者被分配

到精神病医院,另外22名社会工作者被分配到全国各地的地方性医院。
(退伍军人管理局的社会工作计划的)第一任负责人是艾琳·格兰特·达林

普(IreneGrantDalymple),她是一位在医疗机构中提供社会工作服务的先

锋人士(DepartmentofVeteransAffairs,2010)。这个计划的早期阶段主

要关注患有精神疾病和肺结核的病人。最终,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实

践,达林普将社会工作服务纳入退伍军人管理局的服务体系中,而无须与外

部组织签约来获取社会服务(DepartmentofVeteransAffairs,2010)。

  二、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果

  根据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预测,美国武装部队在1940年和1941
年开始扩张。然而社会工作者的贡献大多已经被遗忘,因此社会工作专业

队伍并不在其扩张范围之内(OKeefe,2009)。这是因为社会工作并不被

认为是军队医疗组织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国家事务的某些责任必须被放置到社会工作领域,但在珍珠港事

件之前,它没有和任何军队分支建立起工作关系。这种情况的一个表

现是,国家资源规划委员会的科学与专业人员名单(theNational
RosterofScientificand Specialized Personnelofthe National
ResourcesPlanningBoard)并没有将社会工作列为一种职业。精神病

学在当时没有得到军队的足够重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动员阶段,精
神病社会工作也没有获得领导和高层的支持(OKeefe,2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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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缺乏必要的认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红十字会承担起了社会

工作者的所有任务。“1942年到1945年,约有1000名美国红十字会的精

神病社会工作者被分派到美国本土和海外的多家综合医院或地方医院。”
(Harris,2000:3)

直到1942年,军队才允许军人作为精神病社会工作者进行工作。6名

应征到美国陆军部队的具有精神病社会工作者专业资格的士兵被分配到新

泽西州的蒙默思堡新成立的心理卫生咨询中心中(MentalHygiene
Consultation)。“这是第一次让经过精神病社会工作者训练的军队人员作

为精神病社会工作者在军事单位中任职。”(Harris,2000:4)1943年10月

18日,美国陆军部(TheWarDepartment)颁布的针对精神病社会工作技术

人员的《军事职业类别》(MilitaryOccupationalSpecialty)中的第263条

将这个职位定义为:
● 在精神科医生的督导下开展精神病人的个案工作,协助对需要精神

科医生指导的士兵进行诊断和治疗;
● 如精神科的管理者要开展面谈,应以有关精神病诊断的相关因素为

重点完成病历的记录;
● 开具心理卫生处方,并记录治疗进展,以形成一个完整的病历;
● 通过红十字会或其他机构来获取士兵家庭环境的补充信息,以此形

成可能的出院计划;
● 必须具备人格结构和人格发展的动力学知识,知晓病人情绪失调的

原因(Harris,2000:5)。
尽管对精神病社会工作者的需求很大,但那些已经是入伍士兵且受过专

业训练的社会工作者并不能自动期望被授予精神病社会工作者的职业称号。
这些士兵大多被选派进美国陆军,并已经占据了一些需要被填满的职位,这使

得职位的重新分类对他们而言变得十分困难(OKeefe,2009)。然而,在美国

陆军中,一个未经正式任命的士官可以申请重新分类职位而成为一名精神病

社会工作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军队的备忘录也承认陆军部队的现役军官或

海军、海军陆战队员、海岸警卫队员、海军修建营成员或妇女军团(WAC)中的

任何人都不能申请重新分类职位。“1942年到1945年,共有711名男性士兵

和妇女军团成员以精神病社会工作者的角色进行工作。他们被分配到就职中

心、综合医院或地方医院、驻地医院及撤离区医院、作战师。”(Harris,2000:5)
有两大主要的专业机构负责在美国陆军中建立社会工作部门。这两大机

构分别是战时美国社会工作者协会的战时人事委员会(TheWartime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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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PersonneloftheAmericanAssociationofSocialWorkers)和美国心理卫生委

员会(TheNationalCommitteeforMentalHygiene)。后者的负责人在第一次

世界大战期间与卫生局局长合作代表社会工作者群体开展工作(Harris,

2000)。1942年10月19日,美国精神病社会工作者协会的战争服务办公室

(TheWarServiceOfficeoftheAmericanAssociationofPsychiatricSocial
Workers)建立,并一直工作到1945年12月1日(OKeefe,2009)。这个办公

室由伊丽莎白·H.罗斯(ElizabethH.Ross)———美国精神病社会工作者

协会的前任秘书———进行指导。在她的指导和带领下,战争服务办公室成为

提供军队服务的社会工作者们的联络中心和信息来源,其也为卫生局局长办

公室提供专业资源。她也在一个军队精神病社会工作项目中发挥作用

(OKeefe,2009)。
受这三大机构的影响,社会工作者在美国陆军中的正式地位最终在

1945年得以确立。“1945年7月1日,陆军少校丹尼尔·E.奥基夫(Daniel
E.OKeefe)被任命为陆军精神病社会工作部(TheArmysPsychiatric
SocialWorkBranch)的首任主管。”(Harris,2000:6)但是,8月底,随着战

争结束,几乎所有的社会工作者队伍都被从服务中解散。奥基夫少校在被

解除军职前只负责了8个月,但是,他确立了一种集中指导的社会工作项目

标准。1946年2月,陆军部队承认了受过专业训练的精神病社会工作官员

为军队职业体系中的专业人才(MOS3506)。尽管这发生在许多社会工作

者已经离开之后,但它保证了陆军部队社会工作的连续性(Harris,2000)。
奥基夫少校离职后,卫生局局长邀请伊丽莎白·H.罗斯担任平民精神病

社会工作的顾问,直到招募并任命了一名合格的非军队编制内的官员为止

(Harris,2000)。罗斯在帮助社会工作进入军队领域上贡献卓著。她提议士

兵应取得自己可获得的职位,并重新分类成为精神病社会工作者的机会,她还

为这个职位的基本权益向卫生局局长多次倡议。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复

员大潮的到来,在军队中重建专业社会工作变得十分紧迫(Harris,2000),这
也在更大程度上推动了招募具有硕士学位的社会工作者的进行。军队训练计

划的最初目的是训练为军队工作的精神病社会工作者。“人员的选择将从男

研究生、军队秘书处批准建立的社会工作研究生院招募的社会个案工作学生

和期望在正规军医疗服务队工作的人中进行。”(Harris,2000:16)

  陆海空三军不同分支中的社会工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陆海空三军的各个分支部门中,军队社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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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长和它产生的直接结果并不相同。如上文中所讨论的,它首先是在美

国陆军中得到发展,直到1947年才在美国空军中独立成为一个军队部门。
陆军的许多组织特征开始移植到空军,其中包括社会工作服务。它最初是

医疗服务队的一部分,但最终进入生物医学科学队。

最初,社会工作者会被分配到由高级社会工作者担任社会工作服

务部主管的大型医疗机构。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最常见的做

法是单个社会工作者被分配到一个小型医疗机构,有时作为多学科心

理卫生服务团队中的一员,偶尔也会作为唯一的心理卫生服务的提供

者来提供服务(Jenkins,2000:28)。

美国空军部队的社会工作从1952年最初的6人被正式任命为社会工

作官员开始,到1988年达到最大规模的225人(Jenkins,2000)。
在海军中,有许多类型的医疗和管理人员在海军医疗机构中提供社会

工作服务。海军救援协会(TheNavyReliefSociety)是一个最大的提供社

会支持的社会服务机构,该协会首次提供社会工作者去帮助海军家庭是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然而,大多数专业的社会工作活动仅限于培训志愿者,
他们(美国海军医疗服务队)才是提供直接社会服务的人,直到越南战争时,
海军中的军队社会工作才开始迅速发展(这将在下文中得到论述)。

  三、朝鲜战争及越南战争的开始:1950—1970

  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长期的海外冲突交替发生,军队社会工作服

务供给不断扩大。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

提供了教训,这两次世界大战导致美国对现役军人及其家属的社会服务增多。
社会工作在许多不同的军事领域和退伍军人社区找到了自己的生长空间。从

监禁(stockades)到家庭倡导,社会工作者不断巩固着自己对军队的价值。
在这两场战争(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期间,社会工作者被派遣到战区

的心理卫生单位并继续在医疗机构工作(Daley,2000)。社会工作者也在精

神健康机构和社区服务组织工作(Daley,2000)。越南战争结束的时候,军
队社区被永远地改变了。

  (一) 监禁

军队是社会的一个缩小版,它的很多系统都反映出市民社会的真实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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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这样一个体系变得越来越令人担忧。军

事刑罚制度在惩罚和协助罪犯进行矫正恢复之间苦苦挣扎(Harris,2000)。
国会议员、卫生局局长办公室神经精神医学和神经病学部的主管威廉·C.
门宁格(WilliamC.Menninger)上校说:

在处理军事罪犯时,康复应该是我们的首要目标,但我们也应该认

识到,某些可能不愿悔改的罪犯会从军队中被剔除。罪犯到达后,处理

的第一步应该是从精神病学和社会的方面进行评估,以确定问题的性质

和最有希望帮助其恢复的步骤。为了完成这个使命,从指挥官到守卫的

每个工作人员都必须懂得并会应用心理卫生的原理(Harris,2000:12)。

然而,把康复治疗的各种举措整合并实施到监狱的过程是缓慢的。心

理卫生单位一直以某种方式作为监狱的一部分而存在,但它们往往缺乏某

些使它们成功的特征。例如,它们几乎没有覆盖到所有囚犯,而且它们从未

努力达成一种精神病工作人员和军事指挥官之间的真正合作(Harris,2000)。

1957年9月,第一个对狱中罪犯开展的筛查开始生效。《军队条例》
(ArmyRegulation)210 181详细介绍了这项军队监狱的筛查计划,这项

计划“提供对精神失调士兵的早期识别,如果可能的话,提供治疗措施给这

些人,这对服务本身也很有用”(Harris,2000:13)。精神病评估是在监禁

的最初几天内进行的,通常在精神病学家的督导下由社会工作者有效进行

(Harris,2000)。这个筛查计划被誉为军队矫正领域的主要成就,也是有组

织的努力中的一部分,它使得监狱成为一个康复中心而不是隔离罪犯的地

方,更不是一些人认为的免费劳动力的来源(Harris,2000)。
但是,社会上也存在着对这些早期康复措施的批评。一个批评论及监

狱中开展了大量的项目,但这些项目是否有效呢? 大部分项目聚焦于传统

的一对一的心理治疗关系或各种团体治疗。另一种批评的声音是说社会工

作者们都被用于新囚犯的筛查而不是更多地投入治疗过程(Harris,2000)。
尽管社会工作者们都参与个人治疗,但很多人都感觉需要将军队社区作为

一个整体来加以改善(Harris,2000)。

1968年,矫正训练机构(TheCorrectionalTrainingFacility,CTF)在
堪萨斯州的莱利堡成立。成立这家机构的目的是为军事罪犯提供必要的训

练和帮助,以使他们重返岗位或光荣退役(Harris,2000)。社会工作者在

CTF及其项目的发展和实施过程中发挥着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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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军队社区服务(ACS): 家庭支持计划的开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至越南战争结束之间的那些年里,军队的人口

特征发生了很大变化:

1940年,军队中有67000户家庭。到1965年,就大约有45万户

家庭和130万个需供养的军人家属了。1940年,入伍的军人需要经过

上级的批准才能结婚。到了1965年,60%的入伍军人和80%的军官都

已经结婚。然而,这造成的一个后果就是,超过10万名女性因军队责

任而被迫与丈夫分离(Harris,2000:14)。

指挥官收到越来越多的来自自己部队的反映家庭问题的报告。这些报

告中的问题涉及长期的财务困难、子女的身心健康等。这些问题导致军队

在留下尽职的士兵和鼓舞常规军的士气上遭遇困难(Harris,2000)。为了

研究这些抱怨及军队怎样才能大刀阔斧地解决这些问题,一个为期两年的

调查被展开。这项调查的结果使得军队社区服务计划(ACS)发展起来,这
个计划首先在新泽西州的迪克斯堡、俄亥俄州的本宁堡和华盛顿州的刘易

斯堡展开。计划发展到后期,它在所有的军事基地都开展起来,并有超过

500名军队社会工作人员入驻军队。

ACS的使命是建立起一个集中的在地服务中心,它能在军人遇到超出

家庭资源解决范围的个人和家庭问题时为其提供各种信息、帮助和指导。
这个计划认可并回应了军队工作人员及其家庭的需求。它最初被确立的目

的是减少耗费在指令—人事问题和士兵为复杂的个人及家庭内的分歧寻求

帮助的时间。另一个目的是通过提高职业满意度来提高工作者的留职率。
“提供的服务包括介绍经济援助的信息,介绍可用的住房、交通,解决家属的

迁移和安置问题,提供医疗和牙科保健,提供法律援助以及解决更复杂的家

庭和个人问题。”(Harris,2000:14)
一开始,有42名社会工作管理人员和19名现役的社会工作人员被任

命。这是社会工作者首次作为一个团队被任命并被指派去传授他们在医疗

服务之外的知识和技能。除了专业人员外,ACS也非常依赖志愿者的服

务。ACS的初衷是建立一个由军人妻子组成的志愿者队伍,由她们去支援

一个小型的军队督导团队和民间的督导团队(Harris,2000)。在ACS的创

始阶段,有两名军人的妻子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她们分别是乔治·S.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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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GeorgeS.Patton)上将的妻子比特丽斯·班宁·艾尔(BeatriceBanning
Ayer)和在1964—1968年任职的陆军参谋长哈罗德·K.约翰斯顿(Harold
K.Johnston)上将的妻子多萝西·雷尼克斯(DorothyRennix)。

“截至1966年11月,全球已经建立起超过90家ACS中心,132000多

名士兵接受过这些中心的服务。”(Harris,2000:15)ACS中心也被建在主

要的医疗机构中,包括华盛顿特区的沃尔特·里德(WalterReed)陆军医疗

中心、科罗拉多州的菲茨西蒙斯(Fitzsimmons)总医院和宾夕法尼亚州的福

吉谷(ValleyForge)总医院。在全球的ACS医疗中心里,社会工作者在实

施和建立ACS计划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Harris,2000)。1967年1
月16日,美国陆军副参谋长的人事服务部建立了一个ACS的分部,这是一

个里程碑式的成就。这项成就巩固了ACS项目在军队社区中的地位,也使

ACS项目成为家庭支持计划———军队社会工作的一项重要发展(本章后面将

深入探讨)———的基石。

  (三) 越南战争后到冷战结束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是社会剧烈变迁的时期,军队也不例外。
由林登·B.约翰逊(LyndonB.Johnson)总统所作的名为《伟大的社会》
(TheGreatSociety)的演讲,提高了人们对贫困、种族矛盾与包括儿童虐待

和家庭暴力等在内的家庭问题的认识。这种意识觉醒为包括海军社会工作

项目在内的军队社会服务领域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由于越南战争期间军队对受过专业训练的心理健康专家的需求不断上

升,红十字会决定停止提供社会心理服务。需要服务的军人及其家庭成员

的规模太过庞大,超过了机构本身的负荷能力。当红十字会在20世纪70
年代停止它的服务时,在海军医疗机构内出现过的社会工作服务也短暂减

少,而其他卫生保健专业人士则要负起填补社会工作者空缺的责任。然而,
在红十字会退出前,几个民间精神病社会工作者已经为海军中的一个官方

社会工作项目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最终,对大量战俘(POWs)和被列为战

斗失踪人员(MIA)的关注成了一个提升社会工作在海军中地位的催化剂

(UnitedStatesNavyMedicalServiceCorps,2000)。1972年,战俘研究中

心在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的海军健康研究中心内成立。这个研究中心的

成立表明,强大的外展服务、与其他机构的合作、心理健康咨询对于帮助回

归的战俘及其家庭是非常必要的。这直接使得社会工作者被雇用到几家海

军治疗机构。社会工作者在其中发挥了协调社区服务并促进被遣返的战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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