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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爱，乐在此，爱在此

文/总干事 杜瑛

在社会上，残障人士常常被认为是弱势

群体，久而久之，他们也认为自己是需要被

照顾、被关心的对象。

在“乐爱”，我们尊重、接纳残障人士，

把他们当做独立的个体对待，教授生活技能、

拓展社会交往经验、促进就业，协助自我管

理以及家庭关系融合，成为他们通往

社会的桥梁，我们希望残障人士和普

通人一样，能够拥有幸福的生活。

“乐爱”致力于为残障人士营造

美好生活、实现梦想的温馨家园。乐

在此、爱在此！

社团局领导莅临乐爱指导工作

文/项目主管 张红霞

2013年 10月 12日下午三点，社团局祈克

萍处长与郝翔主任莅临上海市乐爱社工师事

务所进行调研工作。

在两位领导的关心下，乐爱杨浦片区项目

主管详细介绍了该项目点的项目运行情况以

及项目运行过程中的困难与产生的问题。祈处

长对于项目的顺利开展进行了肯定和鼓励，而

对于项目运行中遇到的困难也一一进行深思，

并给以指导和建议。乐爱社工师事务所总干事

杜瑛特别提出了如何进行项目的成效宣传，关

于这一点，祈处长指出可以主动去业务主管单

位汇报工作，并不断地通过项目的活动证明机

构的实力，从而进行品牌推介。

此外，两位领导还热心地关心机构资金运

营情况，并主动提供资源链接和建议。在两位

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下，乐爱社工师事务所对于

未来机构的发展和工作的开展更加有信心。

时间 项目点 活动名称 时间 项目点 活动名称

2013年 11月 4日

2013年 11月 5日

陆家嘴街道

工会管理学院慈善义卖

课程讨论会

2013年 11月 13日

2013年 11月 19日
殷行街道

阳光之家与新加坡南洋女子学校联谊；

“秋高气爽行，户外求知游”一日游；

2013年 11月 9日 “WEC勒芒耐力赛现场——KDS汽

车公益跳蚤市场”主题活动
2013年 11月 13日

金杨街道

“爱满阳光，警民共建”活动

2013年 12月 3日 “爱，因为在心中”企业爱心捐赠 2013年 11月 20日 网聚分享绘项目微博投票获奖学员颁

奖会；“就业心态”讲座

2013年 11月 30日

东明路街道

乐生活，爱运动——文明星期六；

“乐生活，爱下厨”主题活动

2013年 11月 29日

2013年 12月 11日

残疾人工作推荐会；

志愿者表彰会

2013年 12月 12日 乐生活，爱电影残障人士观影暨年

度志愿者表彰会

2013年 12月 13日

2013年 12月 19日

金杨街道社会组织慈善联合捐

居家自理成果展示会

2013年 12月 19日 乐生活，爱团聚——约会肯德基，

开心生日会

2013年 12月 26日 爱满阳光，心向暖春——圣诞、元旦联

欢活动

2013年 12月 23日 圣诞节狂欢活动 2013年 11月 18日

五角场街道

“乐生活，爱运动”浦区残联阳光心园

趣味运动会

2013年 12月 28日 “乐生活，爱健康”讲座 2013年 11月 28日 上海理工科技园共建活动

2013年 11月 1日 四平路街道 阳光心园开心农场 2013年 12月 18日 新加坡中正中学共建活动

2013年 12月 27日 四平、控江 “我是大歌星”KTV融合活动 2013年 12月 19日 农商银行共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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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金杨街道项目点主管 朱敏

013年 11月

20日下午，

在金杨新村街道阳光家园活动室开展以“就业

心态”为主题的讲座，参与人员为 40名金杨

社区残障人士及其家长，本次活动的缘起由上

海乐爱社工师事务所在 2013年 2月招投标中

标项目——“浦东新区残疾人就业促进项目

——金杨街道”。

该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受到社区残障人士

及其家长的青睐，就业这个敏感的词汇，对于

大部分残障人士来说显得遥不可及，特别是一

些精障人士及智障人士，工作对于他们来说是

似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大部分残疾人士渴望工

作却又无法工作，因而陷入悲观的心态中。

乐爱社工为了让这些社区残障人士能够

摆正对“就业”的不正确认识，鼓励残障人士

积极面对就业问题，特别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

询师姜月用生动的方式带领残障人士直面就

业问题，了解残障人士就业的观念及心态，通

过心理学相关方式方法，提升残障人士自信、

摆正“就业不可能”的心态。

讲座虽然只有短短一个半小时，但是对于

残障人士及其家庭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部分

家长在活动结束后也和心理咨询师进行了个

别的咨询，姜老师也有针对性的给出了一些参

考意见，乐爱社工也希望为残障人士家庭提供

更切实、贴合残障人士实际需求的服务。

文/陆家嘴街道项目点社工

2013年9月25日，乐爱社工师事务所陆家

嘴项目点组织学员与家长开展一场实习分享

会。

从2013年8月月起，乐爱社工师事务所陆

家嘴项目点联合慈爱超市一同开展为期半年

的实习活动。此项活动由慈爱超市提供超市售

货员岗位且按时付学员报酬，乐爱社工师事务

所陆家嘴项目点组织安排学员分批前往进行

实习。

实习分享会于2013年9月25日下午1:00准

时开始，社工首先向家长及学员们具体介绍了

前两个月的实习以及之后几个月的实习安排

情况；之后社工与家长、学员进行分享沟通。

社工就实际情况表扬学员的优点且委婉指出

学员需要改进的地方；学员积极踊跃得向大家

分享自己的实习感受；家长向社工表示衷心的

感谢。

此次实习活动既能给学员提供融入社会

的宝贵机会，又能获得劳动报酬增加成就感。

乐爱社工在行动，也希望更多人关注、关心、

关爱残障人士。

文/四平街道项目点社工 赵瑾

“种花好，种菜更好。”花种

得好，可以欣赏；菜种得好，不仅

吃上自己种的无公害蔬菜，翠枝绿

叶和硕果累累，也可以成为一道美

景。10 月中旬，乐爱四平项目点阳

光心园开设“开心农场”课程，让

学员自耕自作自收获，体验田园生

活，共有 6位学员参加。

学习种菜必须先上理论课，为

此，乐爱社工专门邀请了种植系的

大学生为学员们讲授理论知识，讲

解如何选土、选种子、挖坑、种菜，

并进行了现场演示。学员掌握基本

理论之后，便进入了实际操作的环

节，学员们按照老师讲解的方法，

铲土、播种。种植是一门技术活也

是一门体力活，学员们松土、播种、

施肥几个环节下来已经满头大汗

了，但想着通过自己辛勤劳动后，

种子能够发芽、开花、结果使，心

中满怀期待。

播种好了，学员们也没闲着，

安排了每日种植表，学员们轮流对

大蒜盆栽进行浇水、养护。一天过

去了，大蒜头发芽了，一周过去了，

大蒜有苗头了，两周过去了，大蒜

长高了，三周过去了，大蒜收获了。

学员们收获了、开心了、笑了。

亲近土地、亲近自然，是很

多人心中都存有的一种最原始的

情结。通过盆栽种菜，拥有一片

属于自己的土地， 让学员享受

“自耕自作自收获”的满足感，

富有爱心，修养身心，使学员心

情愉悦，身心得到健康发展。

文/东明路街道项目点社工

为了让残障人士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乐爱社工协同三林苑居委会联合举办了一次主题为文明星期六——乐生活，爱运动的活动，通过此

次活动，让残障人士感受社区大家庭的温暖，同时也丰富了残障人士的业余生活，让他们体验到生活的乐趣。

整场活动划分为六个游戏区域，分别为：掼结子、扯铃子、抽陀子、套圈子、打弹子、造房子，每个游戏区域有相关志愿者老师负责。活动

当天，三林地区的受邀残障人士一早就来到了活动现场，在签到完毕后依次进入主会场，先有乐爱社工为大家讲解活动相关流程，再有三林苑居

委会书记钱老师为活动祝词，而后大家纷纷来到各个游戏区域进行自由活动，有个别游戏对残障人士而言存在有一点困难，但是许多残障人士还

是跃跃欲试，挑战一个又一个难度性较大的游戏，志愿者老师和乐爱社工也会在一旁指点残障人士顺利完成游

戏，在他们完成游戏后，可以得到小礼品一份，在活动临近尾声的时候，每个残障人士手里拿着若干的小礼品，

脸上洋溢着快乐的笑容，他们和社工谈到此次活动，都表示活动的开展给他们带来了许多快乐，也让他们度过

了一个充实的周末，用自己的努力去换小礼品对他们而言相当有意义，希望社工可以在以后多多开展这类活动。

此次活动的顺利开展离不开三林苑居委会的大力支持，他们为活动提供了一个宽敞明亮的场地，并组织了

若干志愿者老师利用周末时间前来参与到此次活动，活动的顺利开展丰富了残障人士的业余生活，让残障人士能够更完善的融入到社会生活。

2
社工服务资讯

-----------------------------------------------------------------------------------------------------------------------------------------------------------------------------------------------------------------

-----------------------------------------------------------------------------------------------------------------------------------------------------------------------------------------------------------------

-------------------------------------------------------------------------------------------------------------------------------------------------------------------------------------------------------------------

http://baike.baidu.com/view/37815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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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在穿过森林、越过大洋、踏着

朝阳去追逐梦想的路途中，也许会遇到荆

刺的森林、冰冷的大洋，但他们从未放弃

对梦想的追求。数年来，我们看到了一种

生命存活的顽强姿势，体会到了一个心灵

挣扎的过程，同时也付出了一个青春的年

华。

——朱敏

333

社工每一次辛苦服务的时候，

仰头感受阳光的温暖，让微笑在嘴角绽

放，直到这种感觉漫延到心间，刹那间温

暖和勇气都在，学员们的欢乐是我们的欢

乐，希望在他们疲惫的生活中，可以在阳

光家园中得到那么一丝的愉悦。

——赵瑾

文/乐爱控江街道项目点社工 朱丹妮

社工心语

---------------------------------------------------------------------------------------------------------------------------------------------------------------------------------------------------------------------

汇聚网络的无尽力量，分享爱的无限魅力——网聚

分享绘。残障不是失去拥有，而是重建收获，能够拥有

超出常人的深沉意志，铸造独有的恢宏想象和炙热感

情；爱如生命像深泉在涌流，将爱付出，让他们会手中

的画笔绘涂出气贯长虹，勇锐盖过怯弱，进取压倒苟安

的勇敢。他们的心中如此锐气，有人年岁有加，但并非

垂老，他们从未丢弃理想，为他们努力，为他们鼓掌。

因为碍，所以爱。

——乐乐

我躺在向日葵上，即使沮丧，也能

朝着阳光。因为我知道，服务中总有坎坷

和意外。我会思考，会暂时停下前进的脚

步，寻找新的突破口。可我心里永远会保

存着一缕阳光，因为我躺在向日葵上。只

要信念尚存，希望一定在！心念阳光，亦

现阳光。

——郁甄

“用心、耐心、细心、恒心、真心”

的对待学员，看到他们的进步和康复是我最

大的心愿。我希望在阳光家园，学员们能学

到知识，掌握技能，提高自理能力，全面的

进行康复。“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教会学

员怎么做比替他们做更能帮助到他们，希望

全社会都能多关注他们，能给予他们尊重和

关爱。

——朱丹妮

为延续社工这份独特的“爱”，

我用青春耕耘着平凡，直到两鬓白发仍不更

改，这其中的五彩经历，让我有感动、有欣喜、

有精彩、有付出、有努力、有辛苦、也有茫然。

虽岁月匆匆，却信念未改，让我在有限的时间

里为可爱的TA们再添色彩。

——朱芸

丰富残障人士日常生活，提高

谋生技能和自理能力。改善残障人

士生活质量，提升自信心，提高自

我价值。舒缓残障人士家属的负面

情绪，建立互助平台。构建多样化

的康复体系，促进社会和谐。

——张瑾

绪低落的现象。因为疾病，因为不客观的报道，

让他们蒙上了面纱，让很多人误解他们，对他

们产生偏见，其实他们比正常人更需要关心和

理解，而我们能为他们做什么呢？

在阳光家园，社工能做的就是提供他们康

复课程和开展丰富的活动帮助他们提高技能，

进行心理疏导，重新融入社会，但仅有这些是

不够的。学员需要社会的理解，尊重和接纳。

社会能给予一个客观轻松的环境，使得更多的

人愿意跟智障、精障人士接触，理解他们，帮

助他们，让这些特殊人群能感受到社会的关爱

和接纳。我们呼吁大家，多一点理解，少一些

偏见。让他们能更快乐地生活，更幸福地微笑。

每当带着学员外出活动时，会听到一些旁

人的议论，诸如：“福利院小朋友”，“精神病”

等带有敏感、偏见的字眼，每当此时，我们社

工也会向他们解释，并且纠正他们的用词。虽

然社工可以一次次纠正他们的语言用词，但是

值得我们深思的是，我们能让他们打心底真正

地理解我们的学员，真正地尊重他们，而不带

有任何偏见吗？而这些带有异样眼光的人群不

是少数，让这些人能改变这种想法，这不光是

社工应该去倡导的事情，而是全社会值得关注，

并且应该去做的事情。

除了需要承受身体缺陷带来的障碍和不便

之外，三阳的学员更多的需要承受心理压力，

特别是心园学员。面对智力障碍的学员社会人

士对他们的同情和怜悯居多，但对于精神障碍

的学员，往往是害怕、偏见，甚至歧视。每当

新闻出现精障人士犯罪的时候，媒体无形当中

会扩大，夸大他们的危害性，细想一下，正常

人也会犯罪，难道精障人士就一定比正常人有

更严重的犯罪行为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新

闻媒体在追求新闻效应的同时，应该多尊重他

们，更客观地报道新闻，对于一些精障人士的

好人好事也应该报道。媒体的正确导向，会让

社会大众更客观地理解精障人士，接纳他们，

而不是只看到他们不好的一面，谈“精障”色

变。心园的学员，他们平常在心园学习知识，

提高技能，他们中不乏有高学历者，他们没有

暴力倾向，由于服药，反而会出现反应慢、情

每个人一出娘胎便具有双重

国籍，健康国度和生病国度，尽

管我们都喜欢前者的护照，但是

或早或晚，我们都得承认另一个

国度的公民身份。穿过黑暗，我

们一定能感受到阳光的温度；走

出痛苦，我们一定能企及成长的

高度；责任是我们唯一的信仰，

“爱”成为最好的奖赏！

——俞丽娟



2013年 12月第 1期（总第 1期）（双月刊） 关爱生命，增能赋权，共同成长

444

开放心声——小凌的“新生”

文/金杨街道项目点社工 邓思敏

凌现系金

杨阳光之

家学员，智力障碍三级。进入阳光之家之前，

在家里无所事事，每天要睡到下午才肯起床，

父母叫她起床，她总是说“我起床又没有什么

事情做得喽！”因此，她总是日夜颠倒，在别

人差不多吃晚饭的时候才吃午饭……作息不

规律影响着她的身体健康状况，也影响父母的

正常作息以及生活质量。

社工得知这一情况后，进行了上门走访，

了解她的基本情况后，经过需求评估，发现小

凌符合进行社区康复的条件，推荐其参加“开

放心声”项目。自从参加了“开放心声”项目，

不管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小凌都有了巨大的

改变。她通过项目中居家自理、亲子出游等活

动，结交了更多的同辈群体，也变得喜欢说话

了，愿意跟人进行交流了，还顺利地进入了金

杨阳光之家。

这样的改变为小凌的家庭也带来了可喜

的变化：现在小凌每天不需要父母叫她起床就

已经自己梳洗完毕，还会将自己当天的所见所

闻与父母分享，性格也开朗了许多，还经常主

动跟他人打招呼，帮助他人进行活动及简单劳

动。不仅这样，她还帮助父母进行物资的购买，

精打细算，连亲戚朋友都说小凌像是一夜长大

了。

看到小凌的这一改变，凌爸爸还特地写了

一封感谢信交予社工，感谢社工的引导促使小

凌发生这么大的改变。这一变化不仅体现了小

凌的康复效果，也使得她的父母重获规律的、

充足的休息时间，得到了更好的休息。这一现

象不仅改变了服务对象本身，更使得其家庭的

生活质量得到了提升！

一.残疾人社会工作的发展历史

在欧美发达国家和地区，社会工作专业的

发展已有一百多年历史。20世纪 80年代中期

以来，特别是 90年代末期以来，这一专业在

中国大陆地区也得到了迅速发展。作为社会工

作的一个组成部分，残疾人社会工作也从最初

在物质方面帮助、救济残疾人的简单服务阶

段，发展到提供有理论基础和方法、技巧支持，

为残疾人康复、发展社会功能和争取权利的专

业化社会服务阶段。

（一）国际残疾人社会工作的历史发展

1780年，瑞士人奥比创立了第一家为残疾

人服务机构。1820年，第一个残疾人之家在德

国慕尼黑成立。之后，欧美各地招收残疾儿童

的学校。这是最初的残疾人社会工作。1922年，

第一个为残疾人服务的组织机构“国际康复

会”成立，对推动各国政府开展残疾人康复工

作发挥着重要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残疾

人社会工作得到了较快的发展。1948年公布的

《世界人权宣言》规定：“残疾人有接受社会

保障的权利。”此后，各国纷纷立法保障残疾

人的权益。20世纪 60年代，残疾人社会工作

开始走向“专业化”，其标志是联合国及有关

国际会议通过了一系列纲领性文件。1970年和

1975年，联合国分别公布了《弱智人权利宣言》

和《残疾人权利宣言》，规定残疾人有基本生

活权利、政治权利、康复权利、劳动权利、受

教育权利，以及人格尊严、平等待遇的权利。

这被认为是继种族解放、妇女解放、民族解放

之后人类的又一次解放运动。20世纪 80年代，

残疾人工作进入一个新的时期。1981年残疾人

的世界性组织——残疾人国际（DPI）成立并得

到联合国的承认与支持，其宗旨是呼吁各国政

府采取切实措施，并动员帮助残疾人以平等权

利和机会参与社会生活。“平等、参与、共享”

成为残疾人社会工作的新理念。

这样，在世界范围内，残疾人福利或残疾

人社会工作就大致经历了如下一些发展阶段：

(1) 文艺复兴之前，残疾人处于不被特别

关注的“自然”状态；

(2) 文艺复兴时期，把残疾人应该得到特

殊关怀视为尊重人权的表现；

(3) 工业革命初期及以后，开始关心残疾

人的保障，这也是残疾人社会工作的初创时

期；

(4) 20世纪初期以来，“保障残疾人生活帮

助他们回归社会”的理念被社会接受，成为残

疾人社会工作的发展时期；

(5)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社会和各

国政府纷纷通过立法保护残疾人利益，可称为

残疾人工作的立法时期；

(6) 80年代以后，“平等、参与、共享”成

为残疾人工作的新的理念，残疾人社会工作进

入新的发展时期，可称为平等发展时期。

（二）中国残疾人社会工作的历史发展

我国早期的残疾人社会工作是在教育和

医疗卫生服务领域内开展的。1921年，美国医

务社会工作专家蒲爱德在北京协和医院创立

社会服务部，把医务社会工作思想导入中国，

“萌芽”着残疾社会工作的本土化。20世纪

40年代，产生了“中国盲民福利会”和“中华

聋哑协会”等组织，但不久都夭折了。在新中

国成立后，中国内地的残疾人社会工作一度中

断。20世纪 80年代，随着中国残疾人事业的

蓬勃发展和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残疾人

社会工作也得到了快速发展。

其中，残疾人社会工作发展体现在非营利

的残疾人服务组织的发展。例如，成立于 20

世纪 80年代的“中国慧灵智障人士服务中心”，

其宗旨是以社区化服务为主导模式，推进智障

人士平等参与社区建设。这几年，民间的残疾

人服务组织主要有四种形式：其一，由残疾人

家庭亲友会式的互助性服务组织，例如，杭州

的仁爱托管中心；其二，由社会精英和爱心人

士创立的公益性服务组织，例如，“中国慧灵”

等草根性的组织；其三，经由政府公共服务倡

导而成立的非政府服务组织，例如，深圳鹏星

社会工作服务社等；其四，政府民政系统残疾

人康复服务机构。当然，在残疾人社会工作服

务领域还有由海外大型非政府组织在中国设

立的办事处或分支机构。

上海和广东等社会工作的“先发”省（市）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在残疾人社会服务中

注入了社会工作的理念、理论和方法，使我国

残疾人社会工作由“准专业和经验化”向“专

业化和职业化”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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