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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济时：社会工作“传教士”

步济时在北京基督教青年会

步济时于 1905 年毕业于美
国普林斯顿大学哲学系。 在普林
斯顿大学读书期间，他是学生志
愿海外传教运动的积极参与者。
后来，在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
学习期间，他曾以纽约华人的业
余生活为研究内容撰写了硕士
论文，由此可以看出他对中国的
兴趣。 1909 年，步济时受到普林
斯顿大学驻华同学会的委派，以
传教士的身份来到北京基督教
青年会工作。

20 世纪初，中国国内政治时
局动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渗
透不断改变着中国传统的经济
生产方式。 步济时曾在文章中写
道：“各种迹象表明，中国传统的
家庭系统正在瓦解，行会对警察
和当局的影响正在渐渐消失。 ”
总之，当时的中国社会正在发生
巨大的变迁。 20 世纪初的北京，
乞丐、失业工人、贫民众多，经济
萧条、卫生条件差、社会问题严
重。 而类似问题的涌现正是西方
社会工作产生的背景， 由此可
知，中国当时的社会环境为中国
社会工作的诞生创造了土壤。 步
济时认为，组织学生思考社会变
革、寻求社会进步，开展慈善事
业救济贫民、启发民智，联合社
会各界力量提供社会服务等活
动，能够成为改变当时中国社会
状况的积极行动。

北京基督教青年会筹建于
1906 年，正式组建于 1909 年。 尽
管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在各个时
期的活动内容不尽相同，但其目
标是明确的，即通过德、智、体、
群四育活动，服务社会、改造社
会。 致力于服务社会、改造社会
的北京基督教青年会，成为步济
时在中国开展社会工作的首个
平台。

在北京基督教青年会，步济
时主要负责学生工作。 工作中，
他接触了大量的中国学生。 他发
现，身处中国大变革时期的学生
思维活跃， 充满爱国主义热情，
关心社会并希望为改造中国社
会尽一份力量，这使他对中国的
未来抱有极大的信心。 为了尽快
使学生投入社会服务工作，1912
年 10 月 6 日， 在步济时的主持
下， 来自北京 3 所教会学校和 3
所官立学校的 40 多名学生组织
成立了北京学生团社会实进会。
它是北京基督教青年会的附属
机构，是青年会学生部工作的重

要组成部分。 其宗旨是“联合北
京青年学生， 从事社会服务活
动， 以实行社会改良”，“实际上
扮演了城市社区服务中心的角
色”。

在步济时看来，当时的中国
并未形成典型的社区。 他所看到
的旧中国， 由大量的相互依赖、
自给自足的团体构成，它们之间
的联系非常松散。 社区的缺失直
接导致居民缺乏社区精神。 于
是，他开始思考：“能不能使普通
人民以社会公益为怀，明白合作
方法，共同谋求社会之需要？ ”

找到了产生问题的原因及
相应的对策后，步济时以北京社
会实进会为平台，将学生们改良
社会的热情和社会服务工作结
合了起来。 他们在居民聚居的

“社区”中开办贫民夜校，进行演
说，开展慈善事业，进行举济活
动。 这些社区活动在减少文盲数
量、改善居民生活、培养社区领
袖、增强居民归属感等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

尽管中国一直有慈幼、养
老、帐穷、恤贫、宽济、安富的传
统，但是科学意义上的社会工作
诞生于欧美， 是一门新兴事业，
20 世纪初期的中国对这种新的
工作方法知之甚少。 针对这一现
实，北京社会实进会交际部请来
中外著名专家学者发表演讲，介
绍社会服务理论和实践经验；介
绍社会工作，特别是美国学生开
展的社会服务。 另外，聘请国内
知名人士就社会服务、社会改良
和增进福利等问题介绍经验，并
专门成立了社会服务研究会，由
专家学者介绍科学的社会服务
方法和研究方法。 这也为步济时
后来在燕京大学建立社会学系、
开设社会工作专业埋下了伏笔。

为了了解当时北京的社会
状况、 了解居民的真实需求、从
而更有针对性地为当地居民提
供服务， 步济时在 1918 年组织
学生协助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干
事甘博在北京进行了全面的社
会调查。 最终，他与甘博利用调
查所得数据写成了《北京的社会
调查》一书，于 1921 年在纽约出
版发行。 这本书是第一本正式出
版的关于东方城市的社会学著
作。 这本著作不仅提供了关于北
京当时人口、地理、健康、教育、
商业、贫困和慈善事业等社会状
况的详细数据及图片，也在字里
行间展现出两位作者对于中国
社会服务事业前景的乐观态度。
他们确信，“一旦社区服务广为

人知， 一旦形成明确的实施方
案，北京乃至全中国会有大批民
众渴望团结起来，投身到富有建
设性的社会工作中”。 由此可以
看出，步济时倡导的社区服务工
作已经在当时的北京产生了实
质性的影响。

步济时在燕京大学

1922 年，步济时主持创建了
燕京大学社会学系。 笔者认为，
步济时之所以欣然接受燕京大
学建系的邀请，主要出于以下两
点考虑：

一是培养社工人才。 在《北
京的社会调查》一书中，作者讲
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按照中国人
的传统想法，贫民院只是一个将
赤贫的人集结在一起，使其免于
冻死或饿死的地方。 但是北京新
成立的社区服务团的目的不限
于此，它希望那些贫民在接受帮
助之后能够自谋生路、 自立自
强，也就是社会工作者常说的助
人自助。 这个服务团体聘请了一
位心地善良、 以博爱为怀的牧
师，但是这位牧师对怎样建设性
地帮助贫民却缺乏足够的经验
和知识。 最终，两位作者得出这
样的结论：在中国，根本找不到
适合这一职位、训练有素的社会
工作者。 由此可见，步济时迫切
地希望培养具有专业技能的社
工人才来提供更有建设性的服
务，不仅为困难群体提供解决燃

眉之急的生活必需品，还能以一
种接纳、 尊重的态度对待受助
者，充分发掘受助者潜能，恢复
受助者的社会功能。

二是扩大青年人的影响。
当时北京的人口超过 81 万，其
中， 前来求学的人口所占比重
并不小， 这些人在北京生活几
年后就会返回家乡。 在步济时
看来， 中国当时正在从事第一
轮新型社会工作的实验， 因而
在北京的工作有可能影响到这
个国家整个未来的政策。 他认
为，“青年人， 特别是学生将成
为国家未来的领导者， 如果能
向他们实际演示最优秀的社会
工作， 那么中国就可以避免重
复西方国家的许多错误和代价
昂贵的教训”。 步济时把学校教
育看做培养未来社工人才的基
地， 希望中国的学生可以具备
社会工作者的情怀， 采用专业
的工作方法， 以一种循序渐进
的方式改变当时中国的社会面
貌， 带领中国走上一条不同于
西方国家崛起的道路。

自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建
立以来，步济时带领一批优秀教
师为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作出
了巨大贡献。 1925 年，燕京大学
社会学系更名为社会学与社会
服务学系，开设个案工作、团体
工作、社会行政、精神健康社会
工作、社会福利等课程，培养了
中国第一代社会工作者，中国的
专业社会工作教育正式开始。
1927 年，该系专为社会服务机构
担任职务者添设了社会服务函
授课，下学年又与燕京大学宗教
学院合办社会服务速成班。到 20
世纪 20 年代末步济时返回美国
时，社会学系的课程已扩充为理
论社会学与人类学、 应用社会
学、社会研究、社会工作及实习
等 5 组，学生可分别获得理论社
会学学士学位、应用社会学学士
学位、社会服务工作证书或社会
服务工作学士学位及证书。

1930 年，许仕廉任燕京大学
社会学与社会服务学系主任，开
始增聘教师、 增加社会服务课
程，先后聘请我国著名教授和学

者多人。 主修社会服务工作的学
生， 在 4 年学习期间必须实习 1
年，满 16 学分才能毕业。 社会服
务工作教学注重参观、 访问、实
地调查， 指导学生走出课堂、深
入社会、接触实际，在社会实践
中发现社会问题，学习社会服务
工作方法，锻炼社会服务工作能
力。 尽管已经过去了 100 多年的
时间，当时社会工作专业课程的
设置、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培养
方式已经非常科学、合理，是当
今社会工作教育的典范。

自社会工作教育在燕京大
学起步之后，复旦大学、上海大
学、东吴大学、南京金陵女子学
院等多所大学相继开设了与社
会工作有关的课程。 职业教育是
职业发展的前提，步济时在社会
工作教育方面所作的努力为中
国社会工作职业的发展奠定了
良好的基础。

步济时眼中的社会工作

不同的学者对社会工作有
不同的定义， 以传教士身份来
到中国工作的步济时在为社会
工作下定义时， 不可避免地采
用了宗教的视角。 他将社会服
务工作概括为“人们计划并且
完成耶稣基督专门为社会较低
层所做的每一件事。 这里所说
的社会较低层应当包括依附于
他人的人、身心有缺陷的人、有
过失的人、 非常贫穷的人和无
知的人。 为他们所做的事情包
括对他们的救济工作和改变他
们的现状以避免其遭受苦难的
所有努力， 还有道德和社会改
造的特殊工作， 即改变人们有
害的习俗和习惯，消除其无知，
提供有益的、 健康的娱乐以及
完美的、 有帮助的社会关系”。
通过定义， 步济时阐述了自己
所理解的社会工作的服务对
象、社会工作者的职责、社会工
作的最终目标。 这在当时为有
志于改造中国社会的青年人以
及其他进步人士提供了努力的
方向。

另外，针对社会工作者具有
哪些品质才算得上一个成功的
社会工作者，步济时也提出了自
己的看法。 他认为，成功的社会
工作者往往是无私的，对任何条
件或任何状态下的人都感兴趣，
不抱偏见，相信人的能力，科学、
准确地观察和记录，希望并相信
人类亲善友好，相信新的社会秩
序一定会到来。 由此可以看到，
在步济时眼中，社会工作者既需
要具备独特的价值观，也需要具
备科学的工作方法。 步济时生活
的年代是西方科学的社会工作
起步不久的年代，他对社会工作
理念的把握和发扬不仅助推了
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也对西方
社会工作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
用。 （据《中国社会工作》）

中国的社会工作诞生于何时？ 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 有的
学者认为，近代中国社会工作的起始时间应该是北京社会实进会成
立，即 1912 年；有的学者则认为，1922 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成立，
标志着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发轫。 但无论是北京社会实进会的成立，
还是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成立，都离不开一个关键人物：约翰·步济
时（John Stewart Burgess, 1883~1949）。

在中国与民众笑谈的步济时（右）

步济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