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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法委书记郭声琨：

发挥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作用
� � 今年是毛泽东同志批示学
习推广“枫桥经验”55 周年，是习
近平总书记指示坚持发展“枫桥
经验”15 周年。 11 月 12 日，中央
政法委与浙江省委在浙江省绍
兴市联合召开纪念大会。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
委书记郭声琨表示，新时代“枫
桥经验”的一个突出亮点是在党
的领导下，以开放性架构吸纳各
方力量参与社会治理，形成分工
负责、 良性互动的治理模式，实
现优势互补、无缝协作。

郭声琨提出，要打破基层社
会治理“自上而下”的线型治理
模式，健全市场主体、社会力量
广泛参与的网状治理模式，合理
界定政府、市场、社会的职能作

用，充分释放微主体的大能量。
郭声琨要求，要总结一些地

方做法，加强社会组织孵化基地
建设，注重“增能”、“赋权”，重点
扶持发展城乡基层生活服务类、
公益事业类、慈善互助类、专业
调处类等社会组织，更好发挥他
们在维护公共利益、救助困难群
众、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
定中的重要作用。

要借鉴一些地方做法，制定
完善政府购买服务指导目录、承
接社区服务的社会组织指导目
录， 规范政府购买服务机制、流
程和绩效评估办法，把非基本公
共服务更多地交给市场。

郭声琨表示，“枫桥经验”的
精髓，是群众的事情群众自己决

定，做到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
事民管。

针对一些地方村（居）委会行
政化色彩较浓问题， 郭声琨要
求，要总结一些地方建立自治清
单的做法，明确政府管理权和居
民自治权的边界，把不必要的行
政事务剥离出去，把不能缺的群
众自治内容纳入进来，使其回归
本源；针对群众自治组织体系不
完善、 作用发挥不充分问题，要
推广一些地方做法，健全以党组
织为领导、村（居）委会为主导、
人民群众为主题的新型基层社
会治理框架，更好发挥群众自治
功能；针对群众参与社会治理动
力不强、渠道不畅问题，要借鉴
一些地方设立“百姓说事网”、

“群众说事点”的做法，搭建便捷
的议事平台，推进基层议事协商

制度化，鼓励群众“说事、议事、
主事”。 （据中青在线）

把政府的戒毒帮教服务交
给社会组织来做，效果会怎样？

2003 年，上海为探索创新社
区戒毒康复工作模式，通过政府
购买服务的方式推动建立了全
市第一个禁毒社会组织———上
海市自强社会服务总社（下称
“自强总社”）。

截至 2018 年上半年，自强总
社已累计为 35740 名戒毒人员提
供社区戒毒康复等帮教服务，累
计认定三年及以上戒断率为
29.60%。

在帮教之外，自强总社还通
过立法倡导的方式，在法律和政
策层面，消除对戒毒人员的就业
歧视。

合理运用政府购买服务资
金， 充分整合社会各方资源，竞
标承接相关公益项目， 十五年
来，自强总社的资金募集渠道亦
逐步拓宽。

“同伴教育”， 开启别样的
戒毒康复帮教服务

今年 48岁的晓荷，是自强总
社的一名专业禁毒社工。 鲜为人
知的是，她曾有十余年的吸毒史。
1993年，晓荷中专毕业后，下海经
营起服装生意。头脑聪明、吃苦肯
干的她很快就将生意做得风生水
起，就在此时，受生意圈中朋友影
响，她开始吸食毒品。

13 年前，家人曾千方百计让
她戒掉毒瘾，最终她还是进了强
戒所。“我也看不起自己，觉得吸
毒的自己很脏”， 晓荷坦言，在
2005 年被送进强戒所前，她甚至
已经很久没有与身边人正常交
流了。

彼时， 自强总社的禁毒社
工、现副总干事陈慧得知晓荷被
送进强戒所，立刻来到晓荷家走
访， 了解她复吸的具体情况，并
来到强戒所看望晓荷，鼓励她树
立戒毒信心。

临走之际，陈慧主动上前给
了晓荷一个拥抱，这让她至今记
忆犹新，长久以来，她第一次感
觉重新得到了尊重。

2007 年 2 月， 晓荷戒毒期
满。 走出戒毒所后，自强总社的
社工对她进行定期走访时，发觉
她戒毒意愿强烈、 情况稳定，便
鼓励她参与戒毒人员同伴教育
小组。

在戒毒康复领域，发挥戒毒
成功人员的榜样示范作用，组织
正在戒毒康复的人员开展互助
教育活动，影响、鼓励、帮助尚未
戒断毒瘾的同伴保持操守、成功
戒毒康复、恢复社会功能。

自成立伊始， 自强总社就尝
试将同伴教育的方法运用到社区
戒毒和社区康复服务领域， 先后
实施了四期同伴辅导员培训计
划，共培养了 47 名同伴辅导员。

晓荷口头表达能力强、学习
能力出众，不到一年时间，就成
功入选自强总社“同伴教育”培
养小组。 2012 年，她还成为了上
海市禁毒志愿者协会的禁毒志
愿者。

通过与禁毒社工一起接受专
业培训， 晓荷不仅积极帮助同伴
戒毒，还提升了自己的专业能力。
2015年 4月， 在晓荷被送进强戒
所十年之后， 她与自强总社正式
签约， 成为了国内首个有过吸毒
经历的正式签约的禁毒社工。

陈慧告诉澎湃新闻， 他们希
望未来还能不断拓展同伴教育
的形式，逐步在其他区（县）推广
同伴教育工作工作室的试点经
验。 澎湃新闻了解到，截至 2018
年 10 月， 自强总社已在上海 10
个区成立了“同伴教育工作室”，
推动同伴教育在社区戒毒康复
领域深入开展。

消除歧视， 帮助戒毒人员
回归社会

陈慧告诉澎湃新闻， 在过
去，戒毒人员往往被单纯地看作
违法者，偏重于处罚与管控的传
统观念。

2011 年，国务院颁布实施的
《戒毒条例》 明确了戒毒工作坚
持“以人为本”的原则。

“以人为本”原则提出后，如
何把戒毒人员真正当作特殊的
病人，给予他们关怀与救助成为
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和禁毒社会
组织思考的议题。

以自强总社禁毒社工的工
作为例，每当有戒毒者被强制戒
毒，社工都会以书信、电话联系
或者进强制隔离戒毒所见面帮
教等方式与戒毒者沟通，同时走
访戒毒者的家属以及社区民警、
居（村）委干部和邻居等，收集其
家庭、婚姻等情况，以便制定个
性化的帮教服务方案。

2010 年，屡次戒毒失败的李
芬又被送进了强制戒毒。 一次，
在与家人拨打亲情电话时，她从
母亲处获知，正读初三的女儿沉
迷网吧彻夜不归，李芬感觉“天
塌了”。 在征求教官同意后，她拨
通了自强总社禁毒社工的电话。

得知这一情况后，禁毒社工
次日就找到李芬家所在镇的禁
毒办领导商量，考虑到孩子正值
青春期， 容易产生逆反心理，禁
毒社工和禁毒办商量后决定，找
合适的时间，与孩子坐下来深入
面谈。

几天后，李芬接到了禁毒社
工的回信，得知女儿已在社工帮
助下重回正轨，她泪流满面。

走出强戒所后，她一度面对
多家企业的就业歧视， 未被录
用，但通过自己的努力，她最终
成功获得了他人的信任，开始承
包工程，也开启了新生活。

陈慧告诉澎湃新闻，除了以
项目的形式给予经费上的支持
和保障外， 对戒毒工作来说，更
重要的是法律、政策层面的保障
机制，使戒毒人员合法权益得到
有效保障，比如不使已戒断 3 年
未复吸的人员受动态管控的随
意干扰、消除就业歧视等。

可喜的是， 对于保障戒毒人
员合法权益， 上海市人大立法组
已吸纳了自强总社的意见， 在最
新版《上海市禁毒条例<草案>》
第 33 条中，专门规定了“动态管
控的解除”，尤其强调了“公安机
关应当及时更新相关管控信息”。

培育专业人才， 实现社工
传帮带

在 15年的发展过程中，自强
总社除了合理运用政府购买服务
的资金外， 还通过竞标承接相关
公益项目， 不断拓展资金募集渠
道，提升机构自主运作能力，同时
加强了与民政、卫生、科委等相关

部门和机构的沟通联系。
据陈慧介绍， 自 2005 年以

来，自强总社先后承接实施了十
多个与戒毒康复服务相关的各
类项目。 其中，“涅槃重生同伴教
育辅导计划”、“海洛因依赖者心
理行为干预模式的建立及其应
用”和“毒来不再独往—上海吸
戒毒人员危机干预”等多个项目
荣膺国家民政部、上海市人民政
府颁发的奖项。

在所有环节中，最重要的是
人。 如今，自强总社已在全市 13
个区设立工作站，在 154 个街道
（镇）设立社工点。 截至 2018 年 6
月底，共有社工 794 名，平均年
龄 36 岁， 本科以上学历占 79%，
大专学历占 19%；持有社工师、心
理咨询师等专业资质的社工占
76%， 评聘中级社工师职称 239
名，占 30.1%。

服务于徐汇区康健街道的
禁毒社工童晨是 2018 年 5 月通
过笔试和面试两轮考试后加入
自强总社的。 在此之前，他做过
国营企业的蓝领，后来又转行做
过销售。

虽无专业背景，幸有家人支
持，童晨才能义无反顾地投身禁
毒社工的工作。“总说我们工作
比较特殊危险性大”， 真正接触
服务对象后，童晨才了解，药物
滥用人员并非想象中那样难以
感化。 童晨告诉澎湃新闻，目前
他服务的对象已有 40 余人，还
有 10 余个个案需要跟进，“对象
一开始负面情绪很大， 需要接
受、聆听和同理心的同时，还要
与对象要保持专业（关系）。 ”在
徐汇康健街道的自强社工站，童
晨跟着老社工们学习专业技巧，
收获良多。

谈到未来发展， 童晨说，做
社会工作者不在乎收入多少，能
得到同行与对象的认可就好。

（据澎湃新闻，文中晓荷 、李
芬均为化名）

� � 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学习推广“枫桥经验”55周年暨习近平总书记
指示坚持发展“枫桥经验”15周年大会 12日在绍兴召开（网络配图）

上海首个禁毒社会组织：
政府购买服务，创新社区戒毒康复模式

今年是毛泽东同志批示学习推广 “枫桥经验”55 周
年，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指示坚持发展“枫桥经验”15 周年。

2013 年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连续五年参加全国人大
上海代表团审议，明确指出“创新社会治理，核心是人，重
心在城乡社区，关键是体制创新”，“希望上海努力走出一
条符合超大城市特点和规律的社会治理新路子”。

近日，澎湃新闻多路寻访，记录新时代“枫桥经验”在
上海的创新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