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9
２０22．4.12 星期二 责编：皮磊 美编：王坚

爱与救赎：司法社工的帮教故事
司法社工九年 40 次帮教

2022 年 1 月，北京市西城区
检察院检察官赵颍和北京师范
大学社会学教授董磊明接到了
一份来自遥远山区的电子结婚
请柬，请柬给他们带来了一些共
同的回忆：新郎阿飞（化名）在未
成年时曾经涉罪，被他们共同帮
教过。

阿飞在贵州山区土家村寨
长大，家境困难，父亲经常体罚
他。 初二辍学后，阿飞投奔在北
京的姐姐， 先后在两家餐厅打
工。 十年前，不满 18 岁的阿飞因
与同事争斗致对方轻伤被逮捕，
西城区检察院决定对其附条件
不起诉。

阿飞是幸运的。 2012 年修改
后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未成年
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规定在附
条件不起诉的考验期内，由人民
检察院对被附条件不起诉的未
成年犯罪嫌疑人进行监督考察。

“在考察期内， 通过帮教来帮助
涉罪未成年人认识犯罪根源，重
新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价值观、
世界观，重返社会。 ”赵颍说。

这是董磊明第一次以司法
社工的身份介入帮教。 九年来，
董磊明与西城区检察院合作，完
成了对 40 多个被附条件不起诉
未成年人的帮教工作。 他能够清
晰地回忆起很多孩子的情况：有
以偷窃为生的流浪儿，有离异家
庭走出的孤僻少年，有茫然失措
的卖淫少女……因为每个人的
家庭背景、犯罪原因、社会关系
截然不同，他需要为每一个孩子
量身定制帮教方案。

未成年人犯罪
诉源治理的必经之路

2013 年以来，司法社工积极
参与涉案未成年人的刑事司法
程序已经常态化，尤其是在协助
检察机关附条件不起诉案例的
帮教考察领域。

据了解，2000年后， 北京、上
海、深圳、云南等地开始了一系列
关于未成年人司法社工的探索。
特别是 2012 年刑事诉讼法修改
后， 未成年人司法社会服务工作
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及至 2021 年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
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
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正式实施，都
强调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参与未成
年人保护与犯罪预防的必要性。

“成年人司法关注的是行
为，未成年人司法关注的是人。 ”
西北政法大学副教授、陕西指南
针司法社工服务中心创建者刘

仁琦认为，未成年人司法社工的
出现是青少年司法领域的必然
选择，也是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的必经之路，特别是
有利于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诉
源治理。

那么，未成年人司法社工到
底能起到哪些具体作用呢？

“未成年人检察与成年人检
察相比，最大的区别在于我们要
通过办案去联动解决未成年人
涉罪背后的基础性问题。 ”云南
省检察院第九检察部主任陈怡
璇介绍，未成年人涉嫌犯罪通常
有背后原因， 譬如家庭监护缺
失、流浪闲散，或者受到社会不
良因素的干扰。 有经验的司法社
工可以在社会调查或者帮教的
过程中，更有针对性地发现涉罪
未成年人家庭监护或者学校教
育中的问题，并且可以辅助检察
官专业地解决这些问题。

“支持”与“规训”是董磊明
在接受采访过程中使用最多的
词汇，也是他认为的司法社工价
值所在。 以董磊明帮助阿飞为
例，“在实践上，社会支持通过物
质性支持、情感性支持、能力性
支持以及动力性支持建立正向
社会支持网络，社会规约通过社
会交往规则以及法律与制度的
规训，对负向价值观和行为进行
约束，形成社会规约网络，最终
建立全方位的社会支持网络。 ”

一份长达 13年的救助计划

“妈妈，妈妈，你在哪儿？ ”
小静（化名）曾无数次从烈

火梦魇中苏醒，梦中她会回到那
个惨烈的现场。 2018 年 12 月的
一个清晨， 有人潜入小静家中，
把小静父母及哥哥三人堵住，虐
打之后，又点火把他们一家三口
活活烧死。

年仅 4 岁、躲在门后的小静
目睹了这一切， 虽侥幸逃过一
劫，生活却坠入深渊。 案发后，她
跟随爷爷奶奶生活，经常陷入梦
魇， 看见火就会有激烈的反应。
为此，江苏省宿迁市检察院委托

“七彩藤” 未成年人司法社会服
务中心为小静及其爷爷奶奶提
供社工服务。

“从司法实践来看，社工介
入未成年人司法程序主要集中
在考察帮教、社会调查、被害人
救助、家庭教育指导等方面。 ”江
苏省检察院第八检察部检察官
助理王真瑱告诉记者，被害人救
助通常又包括心理援助和生活
帮扶两个方面。

宿迁市宿豫区心理协会国
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社会工作者
丁宏美在经过初步面谈和前期

干预后认为，小静及其爷爷奶奶
均 患 有 创 伤 后 应 激 障 碍
（PTSD）， 并且表现出创伤再体
验症状、回避和麻木状态、警觉
性增高症状等。

丁宏美为此制定了一份长
达 13 年的救助计划， 包括小静
10 岁以前每月面询一次，10 岁
以后每两个月面询一次，后期根
据个体需要可进行适当调整时
间， 最低持续到小静 18 岁；其
间，以同样的频率保持与小静爷
爷奶奶的面询和微信、电话、QQ
联系，共 13 年时间。

类似小静这样的故事，不是
个案。

2018 年 2 月，最高人民检察
院和共青团中央签署了《关于构
建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社会支持
体系的合作框架》协议，提出了
专业社工参与未成年人检察工
作的内容和路径。 宿迁市检察院
第七检察部负责人沈晓明告诉
记者，宿迁是这个体系的首批 40
个试点之一， 并从 2020 年开始
试行《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服
务国家标准》。

发动最广泛的力量参与

事实上，动员最广泛的力量
参与，是未成年人司法社工制度
在本土化发展过程中最显著的
特点。

据记者了解，目前司法社工
的主要力量来自三个方面：一是
有关部门培育孵化的社会化的
专业社工机构；二是大学的教授
学者及其建立的社工机构；三是
有关部门组织起来的社会热心
人士、志愿者。

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早
期发展多半依赖于大学的附属
机构。 近年来，由于未成年人司
法工作的需求，有关部门着力培
育孵化了一批专业司法社工机
构。 例如，在宿迁的未检社会支
持体系中，团委、民政、教育、妇
联等 20 家单位参与， 两级财政
部门通过专项资金保障政府购

买服务支出，研发了全市互通互
连的宿迁市未成年人司法服务
中心云平台，着重培育适合参与
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社工及志
愿者 200 余名、社会组织六个。

尽管社工机构蓬勃发展，但
专职力量的不足依然凸显，尤其
是在经济不发达的偏远地区。 这
种情况下，更多的“兼职”力量被
调动起来。

云南省关工委法咨委员会
主任黄学锋告诉记者，云南作为
少数民族边疆省份，经济发展相
对滞后， 政府财力较为困难，留
守儿童问题突出，青少年犯罪问
题亟待解决。 为此，云南省关工
委报省委政法委决定在全省开
展未成年人司法项目；在省委政
法委领导下，成立公、检、法、司
和教育、民政、共青团、妇联、关
工委为成员的项目指导小组。 关
工委组建“五老”为主体、专业社
工辅助的合适成年人工作队伍，
承担项目日常工作，充分发挥老
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师、
老劳模政治过硬和思想、 经验、
威望、亲情方面优势，形成了覆
盖面广、运行费用低、效果好的
工作机制，目前已经把触角延伸
到乡镇、村一级。

“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就像一个
展开的扇面，司法程序只是撬动的
起点，司法社工需要链接各种各样
的社会资源，最终形成一个全方位
的社会支持体系。 ”董磊明说。

在陈怡璇看来，“未成年人
司法社会工作从起步看，为需求
和供给两端提供了发展的动力；
从发展过程看， 呈现出从无到
有， 再到更专业的发展路径；从
服务的本质和内容看，体现了从
关注司法程序到关注未成年人
本身的价值取向变化趋势，多维
度解决儿童问题的综合保护模
式成为司法部门和司法社工机
构的共识。 ”

缩短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

2021 年 12 月， 最高人民检

察院会同民政部、共青团中央组
织完成了国家标准《未成年人司
法社会工作服务规范（征求意见
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对于究竟如何系统地开展
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服务，如
何与当地司法机关合作共同推
进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服务
等问题，还没有权威性的指导意
见。 这对于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
作的发展，对于涉法涉诉未成年
人的教育帮助服务的推进造成
了很大的障碍。 ”起草组在编制
说明里提道。

这是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差
距主要体现在钱、人和具体司法
实践。 专业的未成年人司法社工
服务需要购买。 记者调查发现，
尽管司法社工机构属于非营利
性社会组织，也能得到政府有关
部门和社会力量的支持，但依然
需要一定的基本运营费用，例如
场地租金、人员雇用、差旅费等。
刘仁琦介绍，以附条件不起诉中
的帮教为例，一个孩子的考察期
是 6 个月至 12 个月， 每个孩子
的基本费用在 3000 元左右。 这
笔钱，通常由办案经费或地方财
政专项经费支付。

“你可以轻易地去拉开拉链，
但如果你关不上的话， 就不要去
拉。 ”这是在未成年人司法社工圈
子里很流行的一句话， 喻指不专
业的社工有可能给涉案未成年人
带去更严重的二次伤害。事实上，
专业未成年人司法社工人才缺口
巨大是另一个突出问题。 刘仁琦
告诉记者， 未成年人司法社工有
更高专业技能要求和社工伦理要
求，需要同时掌握社会学、法学、
心理学的复合型人才。 目前的发
展状况完全满足不了未成年人司
法工作的需求。

在陈怡璇看来，社工机构与
办案部门也存在彼此“沟通不
足、合作不够”的问题，办案理
念、意识、经验都会导致司法程
序中各环节社工服务需求和提
供的不连贯，因此也难以发展出
共同的目标方案。

更值得关注的是， 记者采
访的多位未检检察官都提
出了“社工服务质量评估
很难量化”的问题。 但
无论如何，在这条关于
爱与救赎的道路上，
越来越多的司法社工
正与检察官并肩
携手， 乘风破浪
而行。
（据《检察日报》）

走入歧途的少年如何重回正轨？ 深陷噩梦的幼儿怎样治愈一生的伤痛？ 社工如何参与未成年人司法工作？ 这是关
于爱与救赎的故事，也是理想照进现实的过程……

� 董磊明（右二）和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检察官在帮教阿飞期间
为其过生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