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医患关系紧张的当下，患者与医生矛盾加剧，出手打人、暴力相向的事件
屡屡发生，医务社工开始被公众频频提及，因其特有的作用而被赋予许多期待。
然而 2013 年末，南海人民医院 4 名医务社工集体辞职，令很多患者和医务人员
唏嘘不已。 一边是社会需求的增加，一边是低薪难留人才的困局，不少输出医务
社工的事务所将目光投向了上海的成功实践———政策制度强力保障， 医院内部
为社工设岗。 这样的做法或许是医务社工的可行发展之道。

社工的价值体现在哪里？ 一位社工的话道出了很多人的心声：“社工并不是
等到问题出现了才被想起，而是为了避免问题的出现一直存在。 ”

� � 王文婷是一名社工专业的
学生，快毕业了，她正在为接下
来的工作去向做打算。 在医院中
一年多的医务社工实习经历，令
她不舍：不论是对患病儿童的心
理干预、帮助贫困孩子争取社会
救助资源，还是带领医生护士做
减压活动，她都很用心、很努力，
但最终，医务社工并不在她的工
作选择中。

和她一样的人不在少数。 首
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社会学与
社会工作系老师黄霞是她的班
主任， 班里今年的 20 多名学生
从事社工职业的寥寥无几，“目
前还没有听说谁定下来。 ”

黄霞心里觉得可惜，但为了
学生着想， 做社工未必是好选
择。“工资低，也不能像医院的医
生护士那样有保障，比如前几天
看见北京有一家医院招聘社工，
但要求是北京户口，这就把不少
学生挡在了门外。 ”

上海模式：政策强制推动

“2006 年的时候，我们上海
市民政局的局长一直说社工的
春天来了，我一直很郁闷，社工
的春天到底什么时候来。 ”上海
市儿童医学中心副院长季庆英
开玩笑地说。

尽管国家陆续发布医改政
策、国家中长期人才规划等一系
列利好政策，2009 年季庆英和其
团队做的调研也表明，上海医务
社会工作的发展是具备条件的，

只欠东风。
上海 2011 年时有 7 家医院

成立了社工部，而到了 2013 年，
就有 103 家医院成为社工试点
单位。 从数字的飞跃不难看出，
上海医务社会工作真正意义上
有实质性推进和发展的关键年，
是 2012 年。

2012 年 2 月，上海市卫生局
出台了《关于推进医务社会工作
人才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试
行）》，要求在“十二五”期间，各
家医院初步形成医务社工管理
机制和工作格局，建设一支能够
运用专业知识和技能熟练开展
医务社会工作的专业队伍。 明确
规定“在医务社工配置上，综合
性医院每 300~500 张床位配备 1
名专职医务社工，儿科、精神卫
生、 肿瘤、 康复等专科医院每
100~300 张床位配备 1 名专职医
务社工。 ”预计到 2015 年，全市
在岗医务社工总量力求达到
400~500 名。

“这样整个上海市每家医院
就开始进入专业社工。 很多医院
都有实习基地，在校大学生就可
以过去实习，院长、科主任、医生
看到他们的工作觉得很好，可以
弥补医疗上的不足、缓解医患关
系，就愿意把实习生留下来。 ”季
庆英介绍。

有了政策保障，医务社工在
医院中建立专门的考评体系、晋
升通道、薪资提升机制等也就事
半功倍，除去了后顾之忧也能开
展理论和个案的深入调研，不仅

能有效留住人才，也能大大提升
专业能力。

“在医院的评价体系指标里
面，有没有医务社工和社工部已
经被纳入， 成为了一项考核标
准， 这在全国只有上海这么做
了。 ”季庆英的话里透露出欣喜。
季庆英表示，在医院当中专门设
岗，并细化到科室，可以令社工
找到身份认同，并和医院很好地
融合。“比如我们有位社工就是
医院临床编制的，这个科室本身
就把他当成自己人，你想在这个
团队里他怎么会做得不好呢？ ”

其实上海的医务社工推动
并不算先行， 台湾地区在 1985
年的时候，已经把医务社工的设
置列入到医院的评价体系当中，
还出台了社工和床位的比例，一
般医院要求 100 比 1， 精神病院
比数会高一点。

两地的成功可以证明，政策
推动依然是医务社工在一个地
区从“站住脚跟”到“遍地开花”
的关键。

社工事务所的尴尬

相比之下，北京的医务社会
工作发展到了瓶颈期，还没有等
到政策的春风。

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社
会学与社会工作系主任范燕宁，
同时任北京市海淀睿搏社会工
作事务所负责人，都说不当家不
知柴米贵，她无奈地说现在社工
事务所的医务社工项目像是“赔

本赚吆喝“。
北京的医院中还没有专门

的社工岗位设定，尽管开展过工
作试点的医院中，医生和护士都
认可医务社工的工作，但是顶层
设计并没跟上。 这种情况下，医
务社工的开展是以项目方式进
行的。

范燕宁给记者举例，比如承
接一个一年八万元的项目，这八
万元可能会明确规定是社工的
补贴，并不包含社工事务所的行
政经费，也就是说，就算社工的
工作被需要的，社工事务所的存
在价值也可能被忽略。

“如果医院当中仅仅设一个
岗位，那么这一个社工很容易在
医院的行政体系中迷失，一个人
的力量不能架起社会的资源，那
么社工就失去了意义。 ”范燕宁
说， 社工事务所就像社工的家，
要定期给社工做督导和专业支
持， 并为社工衔接社会的资源，
这样才能保证社工在工作当中
的专业质量和价值。

“社工为谁说话？ ”黄霞反问
道，社工事务所派驻社工、医院
设岗购买服务的方式，在某种程
度上，也能保证社工的独立性和
在患者医生之间的公信力。

“而像督导、培训、财务管
理、场地等这些行政经费，很多
项目经费是不包括的，给社工的
补助也并不稳定，不是定期发的
工资， 所以社工更像是打短工，
或者领补助的志愿者。 ”找不到
存在感和价值认同，令范燕宁很
伤心。

目前，睿搏社工事务所有 60
余名社工和若干行政人员，医务
社工并不是主要方向，此外还承
接青少年矫治、 社区社工服务、
残疾人帮扶等项目，项目制约直
接影响就是社工没有相对稳定
的月收入，靠的是多劳多得。 比
如某些社工能同时参与几个项
目就能多拿些钱，一个月在 3500
百元左右， 如果只参与一个项
目，基本只能拿到 1500 元。

这样的情况，显然是不能吸
引人才的。

岗位解决人才困境

医务社会工作是社会工作

者运用社会工作知识和技巧在
医疗卫生机构进行服务，是社会
工作的重要分支。 服务范围可以
涵盖所有医疗科别，服务对象从
新生儿、青少年、妇女到老年人。

2012 年 3 月，卫生部委托北
京大学人民医院开展医院社会
工作试点工作，探索建立医院社
会工作管理模式，形成医院社会
工作岗位设置、职责任务、工作
模式、社会工作者录用与管理等
相应制度。

但长久以来， 北京乃至国
内其他地区的尝试， 始终以医
院个体为单位缓慢推进着，其
推进效率和主动性很大程度
上， 取决于医院内部领导层面
及医护人员对医疗社工价值和
作用的认识， 试点工作始终没
有大面积推开。

针对上述问题，范燕宁提出建
议，应该鼓励慈善救助机构以项目
购买及岗位购买的方式，加强与医
务社工机构深度合作，并且通过派
驻社工的方式，最终能够推动政府
或医院购买服务，在医院当中设立
社工岗位和社工部。

针对频繁出现的医患纠纷
甚至暴力事件， 范燕宁坦言，并
不是要等到出现问题才想起社
工能做什么，而是每个医院都需
要社工介入服务，才能预防很多
事情的发生。“在不同的医院里
面社工有不同的价值，但首要和
普遍的价值就是缓解压力，包括
缓解家长的、孩子的、患者的，最
重要的就是医务人员的。 ”

范燕宁记得， 有医生问他
“我是不是太冷血了， 太没有人
情味儿了”， 让她深刻地感受到
医生的心理压力。“有时候患者
和家属因为心里难过，会迁怒于
医护人员，医生护士一路小跑去
工作他们也不领情，在那种状态
下，他们是失控的，也是会出现
问题的。 ”

“等市场认识到医务社工的
价值时候， 才能给出正确的反
应， 尽管医患关系紧张事件频
出，但是顶层设计上依然没有意
识到社工的价值和必要性。 ”黄
霞坦言， 如果医院能够专门设
岗，并且放开招聘条件，对于很
多社工专业的毕业生来说还是
很有吸引力的。

■ 本报记者 闫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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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务社工】

求解医务社工发展之困：

无岗如何推进服务？

� � 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骨科病房，一群“医务社工实习学员”在
病床周围忙碌，他们是江城首批医务社工

社工和儿童家长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