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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社工“全链条”
介入未成年人犯罪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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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刚冒头的问题少年
不再“无人问津”

费梅苹说，对于社会工作如
何介入未成年人保护，还需要在
实践中探索出可复制、可操作的
规范标准。

实践中，一些实施严重不良
行为的未成年人，按照规定因未
满 16 周岁不予治安管理处罚，
公安机关只能“责令其家长或者
监护人加以管教”。 这种时候，一
个冒头出现“问题”的少年，很有
可能处在“无人问津”或对“所犯
错误认识不够”的状态。

为破解这一难题，上海目前
16 个区中 6 个区开展“触法违警
未成年人”转介社工试点，并写
入上海版规范中。

上海青浦的阳光社区青少
年事务中心青浦分站站长王洪
最近就接到了派出所转介过来
的一名“违警触法未成年人”。 这
名少年从外地来沪务工，帮朋友
出头打架，顺手抄起一块板砖把
对方砸得头破血流。“他一开始
是去劝架的， 后来对方出言挑
衅，他没忍住。 ”王洪后来派社工
与男孩对接，并与这名男孩的雇
主一起确定个案服务计划，开展

针对性帮教。
这是一个“固定流程”，基层

派出所判断为未达刑责未成年
人或按规定不予治安管理处罚
未成年人的，会被转介所在的街
道团委，再由团委判断基本情况
后转介给相应的社区青少年事
务社工。 这名社工后续会对服务
对象进行长期跟踪帮扶。

“每一次开会，由团委组织
把公安、检察院、法院、司法等主
要部门的负责人聚到一起，场场
必须全部到齐。 ”费梅苹说，“固
定流程”的每一个细节，都要相
关部门反复协调， 再下通知、培
训、操作。

把迷途少年
带回人生正轨

上海版规范的“全链条介
入”，在基层能否执行、执行到什
么程度，尤其令人关注。

“看上去感觉只是工作往前
移了一个端口，背后是上海青少
年社工工作的整体布局。 ”上海
市青少年服务和权益保护办公
室社工处处长吴志晖说。 此前，
团上海市委协调民政、人社和财
政 3 个部门，一起探索出一套 25
级社工晋升机制，每一个层级都

与社工薪酬挂钩，切实提高社工
工作吸引力。

把工作端口前移， 成为可
能。“2005 年那会儿，上海的社工
人数有限，只能做法院判决下来
的青少年观护帮教人群； 之后，
检察院、公安层面，也开始有社
工介入；现在，我们从学校、社区
就开始介入辅导不良行为少
年。 ”费梅苹认为，上海是全国青
少年社工布局最早、最全面的城
市，推动了全国第一个地方性规
范出在上海。

如今，上海未成年人司法社
会工作服务体系已延展至有不
良或严重不良行为青少年的犯
罪预防、困境儿童的未成年人社
会工作服务，并将服务对象分为
9 类———有不良行为的未成年
人、 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
人、涉罪未成年人、未成年社区
矫正对象、 未成年在押服刑人
员、 刑罚执行完毕的未成年人、
未成年被害人、 未成年证人、司
法程序中涉及的其他未成年人。

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
务中心普陀站站长汤瑾是最早
一批青少年事务社工，2006 年她
从企业辞职出来做社工，一干就
是 14 年。 她最早接触的时年 17
岁的小豪，就是一个社区转介的
重点关注者。

小豪初中毕业后赋闲在家，
父子关系降到冰点。 汤瑾联系了
一所中专让孩子继续学习， 并每
周都去小豪家一次， 帮助父子俩
“破冰”。两年后再见小豪时，他一
口一个“汤老师”叫着，成长不少。
“这份工作的意义在于能把一个
个迷途的少年带回人生正轨。 ”

首创青少年事务社工
为“合适成年人”

在上海，创设了全国首个将
青少年事务社工作为“合适成年
人”引入少年司法工作。“合适成
年人”是未成年人特别程序中的

一个“关键人物”，具体指未成年
犯罪嫌疑人在侦查讯问等刑事
诉讼活动中所享有的应有合适
的成年人到场参与的权利。 这条
规定， 最早出现于 2012 年新修
改的刑事诉讼法特别增加的第
五编“特别程序”中。

在上海，除刑事案件，更广
泛的民事案件中也有“青少年事
务社工”身影。 这是 2016 年团上
海市委与上海市高院签署的一
个专项合作试点。 在涉及婚姻家
庭的民事纠纷案件中，未成年人
虽然不是当事人，但这类判决对
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影响较大，因
此，上海有一批社工开始介入到
法院家事审判工作中。

2016 年，汤瑾作为第一批加
入家事审判工作的社工， 从接
案、社会调查到调解，直至最后
庭审，只要涉及未成年人利益的
部分，她都全程陪同，了解整个
流程、规范所有细节、积极沟通。
目前，青少年事务社工参与的探
望监督人工作，最长的一个案子
跟了半年，每周青少年事务社工
陪同当事人执行探视权。

吴志晖告诉记者， 社工在
家事审判中给出的建议， 得到
法院重视。“通常离婚案，未成
年孩子判给母亲抚养的比例较
高，但有的个案中，经社工审慎
调查出具了判给父亲更加符合
孩子利益的建议， 能够得到法
院的判决支持。 ”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少年
审判庭副庭长顾薛磊认为，“上海
版规范落地， 明确了基层部门与
社工合作的具体内容， 有助于加
强少年审判与社工的合作”。

据悉，当前上海市未成年人
司法社会工作涵盖审讯、 公诉、
审判、教育矫治、再犯预防等司
法环节，同时涵盖市、区、街镇预
防青少年犯罪工作协调机构，近
700 名青少年事务社工覆盖全市
16 个区、223 个街镇。

（据《中国青年报》）

� �“闺女小凡懂事了，她第一
次把工资交给了俺！ ”8 月 14
日，小凡的母亲管大娘在山东省
临沂市兰山区检察院未成年人
帮教矫治中心激动地说。就在一
年前，得知小凡盗窃他人手机的
事，管大娘伤心欲绝。

2019 年 6 月 7 日， 身无分
文的小凡在兰山区一网吧，盗走
张某一部手机并转卖他人。经鉴
定，该手机价值 3200 元。 6 月 9
日，管大娘得知此事后，心急火
燎地从城里赶回家，陪同小凡到
公安机关自首。 次日，小凡被公

安机关以涉嫌盗窃罪取保候审。
今年 1 月，该案移送兰山区检察
院审查起诉。

据了解，案发后，小凡认真反
省了自己的行为， 并在母亲协助
下，追回涉案手机返还被害人，主
动赔偿了被害人损失， 向被害人
诚恳道歉，取得被害人谅解。 被害
人表示不再追究小凡的责任。

办案检察官对本案分析研
究后， 制定了社会调查方案，委
托临沂市山青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的社工对小凡进行了广泛的
社会调查。调查期间，她的老师、

同学、邻居及村干部对小凡都有
较好印象，小凡一直都是他们眼
中的好孩子。

今年 2月 13日，鉴于小凡系
未成年人，有悔罪表现，并主动赔
偿被害人损失，自愿认罪认罚，兰
山区检察院依法对小凡作附条件
不起诉决定，考察期为 6个月。 同
时，邀请专业社工、人民监督员现
场对小凡进行教育训诫， 要求小
凡在考察期内， 每月定期向检察
官提交书面思想、工作、生活情况
汇报，确保随传随到。

检察官建议小凡继续读书，

但小凡决定找份稳定的工作，为
父母分忧。检察官依据帮教计划
并征得小凡本人及其父母同意，
为小凡选择了一个离家较近的
板材厂作为帮教观护基地，由社
工对她进行监督教育。

今年 8 月 14 日， 小凡的附
条件不起诉考验期已过，根据社
工中心提交的终结性帮教报告，
兰山区检察院对小凡作出不起
诉决定。 半年来，小凡的工资 2
万多元，全部交给了母亲管理。

小凡顺利回归社会，得益于
兰山区检察院“蔚蓝”未检社会

支持体系的成功运行。 2019 年 6
月，该院与团区委共同探索打造

“蔚蓝”未检社会支持体系，采取
“社工+基地”模式，聘请专业社
工，对涉罪未成年人进行详细社
会调查评估，制定个性化、机动
化帮教措施，在辖区未成年人观
护帮教基地进行“面对面”“一对
一”帮教，助力涉罪未成年人成
长成才。今年以来，该院采取“社
工+基地”模式，先后帮助 36 名
涉罪未成年人回归社会、帮助 9
名未成年人继续学业。

（据《检察日报》）

临沂兰山：“社工+基地”帮助涉罪未成年人回归社会

日前， 经过近 1 年起草和
完善，《上海市未成年人司法社
会工作服务规范 》 （以下简称
‘上海版规范’）正式出台 ，将于
今年 10 月 1 日正式实施。 这份
地方性标准的出台 ， 进一步规
范司法机关与青少年社工协同
开展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 ，
并为全国标准的出台提供有意
义的借鉴。

‘对问题未成年人的干预 ，
不能仅从公安机关询问开始 ，
要从其最开始出现不良行为 ，
比如逃学、逃课等开始，就应该
有社工介入。 ’华东理工大学社
会工作系教授、 上海版规范起
草小组副组长费梅苹告诉 记
者， 上海版规范一个最重要特
色是对问题未成年人提出 ‘全
链条’介入的理念，规范细致到
每一个出现问题的环节 ， 社工
应该与哪个部门对接， 应该获
取哪些 ‘资料 ’，各相关部门如
何配合、对接等。

费梅苹介绍，从 2004 年起，
上海依托 ‘党委领导 、 政府负
责、社团承接’的预防青少年犯
罪工作机制， 探索形成由专门
司法部门、 专业社会力量合作
推进的上海特色未成年人司法
社会服务工作模式。 如今，这一
工作从单纯涉刑事案件的未成
年人社会工作服务延展至有不
良或严重不良行为青少年的犯
罪预防、 困境儿童的未成年人
社会工作服务的“全链条”预防
体系，并见到成效。 据统计，近
年来上海未成年人犯罪人数 、
25 岁以下青少年犯罪人数分别
下降 91.1%和 45.1%。

青少年社工在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