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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医务社工特色服务
联想华北区公益行走进北京儿童医院助建“暖心益站”

3 月 31 日，由联想华北大区
与北京大医公益基金会共同开
展的“用心关爱生命，益起守护
未来”智慧医疗公益行动在联想
未来中心正式启动。“暖心益站”
医务社工项目在国家儿童医学
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
童医院打造的首个旗舰示范点

的揭牌仪式也在这里举行。
活动现场，作为首

批支持“暖心益站”的
爱心企业，联想华北大
区市场总监刘峰代表
联想集团将 100 个爱

心书包送到医务
社工代表手中，
希望借助公益形

式推动“暖

心益站” 医务社工项目的落地，
让更多人关注医务社工，充分发
挥临床医务人员转介作用，让患
者及时获得救助，打造医务社工
特色服务，让医疗服务更温暖。

“暖心益站”医务社工项目由
北京大医公益基金会、《公益时
报》 社于 2022 年 3 月联合发起。
项目计划在 2022 至 2024 年，紧
扣儿童、肿瘤、心血管、慢性病等
专项健康议题， 依托医疗机构搭
建“暖心益站”服务平台，让医务
社工面向患者和社区提供病友互
助支持、医患关系促进、心理疏导
支持、健康教育促进等专业服务，
打造医务社工服务特色。

医务社工
———照顾患者“心”需求

医务社工是医疗机构的专
业社会工作者， 是医疗多学科

团队的重要组成部分， 提供诸
如经济援助、政策咨询、情绪疏
导、 社会支持等诊疗之外的社
会服务，促进患者疾病的预防、
治疗与康复。

此前，北京卫健委等六部委
联合印发了《关于发展医务社会
工作的实施意见》， 在这一背景
下，北京儿童医院医务社会工作
部于 2020 年 11 月正式整合成
立，目前已经开展多类型公益项
目， 为患儿提供关爱与支持，为
困难家庭解决就医过程中遇到
的难题。 同时，科室派驻专业社
工深入临床， 采取跟随医生出
诊、病房探访、个案服务和小组
活动等多种形式，协助医护人员
帮助患儿家庭解决经济、心理等
问题，减轻了医患之间的沟通压
力，让医务人员将更多时间投入
到医疗工作中，此举使得医务社
工成为了“医护的帮手，患儿的

朋友”。

搭建“暖心益站”
助力医务社工服务

在“生物、心理、社会”现代
医学模式下，医院服务不再是以
疾病为中心， 而是以病人为中
心。 医务社工在社区健康促进、
医患沟通协调、疾病适应、资源
链接与整合等方面发挥了巨大
作用。 大力发展医务社会工作，
是健康中国建设、医疗卫生制度
改革、现代医患关系发展、社区
医疗卫生建设的多重需要。

不过，医务社会工作在人才
队伍建设及专业化、职业化方面
仍处于起步阶段，从全国范围来
看很多医院这项服务仍处于空
白。 对于医务社工的理解，从大
众层面甚至到一些医生群体，也
会产生偏差。

刘峰对此表示，医务人员关
注生理疾病，医务社工关注社会
需求，在患者的诊疗和康复中众
发挥的作用不可替代，希望更多
企业和个人关注医务社工这个
群体，凝聚更多社会力量和资源
助力医务社会工作事业的发展
和建设。

联想作为国内最早投身
ESG（环境、社会与公司治理）实
践的企业，将 ESG 理念融入企业
的品牌愿景、集团战略、核心业
务， 坚守长期主义和可持续发
展，追求绿色创新和增长。 在企
业的社会责任建设上，联想则将
公益事业作为重点写进每一年
的发展规划，履行社会担当。 从
体育赛事、助农助学，青年创业
与科研创新， 支持环保低碳、保
护文化遗产， 再到关注医务社
工，联想关于 ESG 理念的实践和
探索持续向前。 （于俊如）

推动医疗慈善与医务社工发展
第二届医疗慈善与医务社工发展论坛在京举办

本届论坛旨在推动医疗慈
善与医务社工的发展，使其更好
地服务于国家多层次医疗保障
体系的建设和国家健康战略，提
升患者福祉。 论坛希望通过专业
交流平台的搭建，在“五社联动”
的框架下，促进不同地区医务社
会工作经验和成果的交流，提升
医疗卫生公共服务水平，推动医
疗慈善与医务社会工作的融合
创新、专业发展，共同助力“健康
中国 2030”战略的实现。

社会工作者奔赴在社会服
务一线，为儿童、老年人、病患等
弱势群体提供服务。 医务社工是
其中关键的一员，是连接患者和
医护团队的桥梁，也是医疗慈善
资源重要连接力量。

2018 年 5 月，湖北省肿瘤医
院成立医务社工部，成为湖北省
第一家成立医务社工部的公立
医院，开创了“社工+医务人员+
志愿者”三位一体的多维度联动
服务模式。

据湖北省医院协会医院社
会工作志愿服务管理专委会主
任委员肖燕介绍， 湖北省肿瘤
医院医务社工部主要关注患者
非医疗层面的服务需求， 为患
者提供医学专业程度高、 资源
整合范围广、 多元学科交融的
专业社会工作服务。 在服务管

理上，该医院通过整合“临床社
工小组+社工督导组+社工技
术支持组+志愿服务队” 资源，
有效保障了医务社工服务模式
的实施。

中国社会工作学会会长王
思斌表示，在“五社联动”的推动
作用下，将社会慈善资源和社会
服务力量整合，通过政府与社会
资源的链接，发挥二者的协同作
用，能够促进医疗慈善事业与医
务社会工作更快、 更好地发展。
“医务社会工作的专业要求高，
但职业专业化道路发展稍有滞
后，缺乏明确的职业岗位。 这需
要引起各界的重视。 ”

近年来， 随着政府支持力
度及相应财政投入的加大，社
会工作专业的作用日益提升，
公众对社会工作的认可度也逐
渐提高。 在这一大背景下，社会
工作者人才队伍建设稳步推
进，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但在
适应社会工作发展需要的同
时， 还需要各方要积极探索医
疗卫生体系中医务社会工作的
服务策略与手段， 结合目前医
务社会工作者培养工作的实际
情况， 促进人才队伍建设的制
度化、规范化和专业化。

不过，在广州市北达博雅社
会工作资源中心医务社工项目

总监温冬宝看来，在目前的医务
社工救助中，医院、社会组织、患
者的关系如同“背靠背”：三方是
被动求助、 被动帮助的关系，除
经济资助外， 三方互不相识，关
系不紧密。 这样的现状无法满足
患者信息上、 情感上的多重需
求，无法满足医院“生理-心理-
社会” 的现代治疗模式需求，也
无法满足社会组织全面综合评
估救助成效的需求。

“没有‘全程 ’，就不会有
‘全人’，我们应从患者的经济、
社会支持、家庭关系、情绪等各
方面着手，从术前评估、术中支
持、术后回访等各流程切入，展

开救助。 这样的工作模式能够
使医务社工从单纯的经济资助
转变为患者‘全人’服务。 ” 温
冬宝表示。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是
高等教育中社会工作专业人才
培养问题。

福建医科大学健康学院社
会工作系主任郑立羽谈道，筹资
是医务社会工作的重要部分，也
是连接医院与外界的重要渠道。
然而，在目前的医务社会工作教
育中，存在知识与技能的“貌合
神离”， 导致在实践场域中部分
学生难以灵活地将筹资知识用
于医务社工的服务中。“应将筹

资知识融入情景化教学中，以共
情叙事激发融合学习动机，以任
务指引驱动跨学科学习，以创新
训练扩充整合行动，以服务实践
促进融合输出。 ”

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成熟和
互联网公益的发展为医疗慈善
和社会工作的发展提供了新的
机遇和空间，同时也对其提出了
新的要求和挑战。

据支付宝公益相关负责人
介绍，支付宝公益平台上大病救
助和医疗慈善类项目有 6800 多
个，累计筹款金额超 3 亿元。 目
前，与医务社工相关的筹款项目
也进入了平台筹资项目中，但项
目数量和筹款金额都相对较少。

“此类项目要想提升互联网筹款
效果，还需要进一步提升用户对
医务社工和相关项目的认知水
平及服务价值，完成‘看到—认
同—行动’的转化。 ”

“我国人口基数大，地区差
异大，互联网发展迅猛，这就要
求社会工作者开发新的方法以
满足服务对象的需求。 社会工作
不能局限于小组和个案的工作
手法，不能固步自封，要具备多
学科、跨学科的能力，以助人为
出发点，不断提升自身能力。 ”北
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秘书长刘
正琛表示。

■ 本报记者 皮磊

3月30 日，第二届医疗慈善与医务社工发展论坛在北京举办。 论坛由北京字节跳动公益基金
会社会工作发展专项基金、新浪微公益支持，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北京同心圆慈善基

金会、深圳市慈缘慈善基金会、北京春苗慈善基金会联合主办。 论坛邀请了来自政府、医疗慈善领域以
及互联网公益平台的代表，就慈善医疗救助、医务社工发展等话题进行了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