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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化仍是影响青年社工发展的大问题
北京市超越青少年社工事

务所的张秋雪日前收到了从业
以来的第一面锦旗。 她在朋友圈
写道：“最开心的不是自己的工
作得到肯定，而是有更多的人认
识社工，肯定社工的专业价值。 ”

北京超越青少年社工事务所
主任席小华转发时评论：“看着这
样的讯息，只剩下满足与幸福。 ”

据了解，该事务所是在首都
师范大学少年司法社会工作研
究与服务中心已有服务基础上，
于 2012 年 11 月经北京市民政
局正式注册成立的民办非企业
单位，由共青团北京市委员会主
管，同时是北京市成立的首家市
级青少年司法类社会工作专业
服务机构。

职业化青年社工发展须正视

职业化，是首都师范大学北
京青少年社会工作研究院执行
院长席小华在与中国青年报·中
青在线记者交谈时，提到最多的
一个词。

席小华教授介绍， 近几年，
青年社工的职业化建设呈现快
速发展态势。“几年前，司法社工
只在少数省市中存在，但现在全
国几乎所有省市都开始司法社
工实务的探索”。

以前社工专业的发展多停
留在高校里，社会有专业人才的
培养， 但缺乏完整的职业体系。
很多人毕业后，并没有从事此职
业。 职业化推进，就是社会为社
工人才搭建职业体系，提供相关
工作岗位。

“以青少年司法社工为例，
原来在司法领域，公检法没有意
识到社工的重要性，现在他们认
识到，司法社工是工作中必须的
力量。 认识到了专业力量的重要
性， 司法机关就设置了一些岗
位，通过政府购买的方式，购买
专业社工服务。 ”

社工的职业化发展又促进
了专业化的不断进步。

席小华以前不久参加的某
次研讨会参会人员的数量举例
说明， 全国开设社工相关专业
的学校有 500 多家， 参加这次
会议的就有 200 多个老师，“说
明这些学校都开了司法社工专
业， 有越来越多的高校关注司
法社工人才培养， 关注培养体
系的建设。 ”

尽管近年来包括青少年司

法社工在内的司法社工不断发
展， 但当前仍需要大量社工人
才。“虽然说有很多单位在培养
社会工作人才，但有很多社工学
生毕业后并不愿意做社工工作。
人才供给难以满足实践需要”。

待遇低、职业化建设不完善
是造成这种现状的主要原因之
一。“薪酬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另
一方面还涉及明确的职业发展
前景问题”。

和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相
比，我国青年社工的发展还有很
多需要提升的地方。 很多国家专
业社工的收入与律师、教师等专
业人士的收入相差无几。 同时，
国外建立的社工队伍都是制度
化的。 例如，大概每年的服务对
象数量，每年所需要开展服务的
社工数量， 社工服务内容的界
定，专业社工的薪酬体系、培训
体系等都有明确的制度设计。

青少年司法社工关注涉案
青少年

2013 年， 从北京青年政治
学院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张秋
雪加入北京超越青少年社工事
务所。

日常工作中，她主要负责对
刑事案件中违法、涉罪的青少年
开展社会调查与帮教，刑事案件
中被害未成年的救助，以及民事
案件中涉及未成年抚养权、探望
权等存在纠纷的案件的调查与
调解工作。

2018 年 3 月初，张秋雪接到
小梦(化名)的案件。 当时小梦 4
岁，父母离异。 作为原告，小梦的
母亲因为小梦的奶奶阻碍自己
探视孩子，将小梦的父亲告上法
院，要求变更孩子的抚养权。

“当时主要想尽快了解双方
的真实情况， 以关护小梦为目
标，尽可能为其营造有利的成长
环境。 ”接到案子后，张秋雪开始
着手社会调查。

在调查中，张秋雪发现小梦
父母双方都有不足。

一方面，离异后，小梦父亲
组建了新家庭， 并有了孩子，所
以大部分时间小梦都由其奶奶
抚养。 小梦奶奶由于既要照顾孙
女， 还要兼顾在某校食堂的工
作，所以就把孩子带到食堂宿舍
生活。 食堂宿舍紧邻操作间，并
且还有刺激性的气味，小梦住得
并不舒服。

另一方面，由于考虑自己是
非京籍户口， 也没有稳定住房，
怕让孩子受苦，所以当初小梦的
母亲同意将抚养权给被告。 但看
到孩子现在的生活状态以及探
视孩子受阻，她希望要回孩子的
抚养权。 可是，经调查发现，小梦
母亲现在住在一居室，偶尔还有
男朋友来住，因此也不适合小梦
成长。

经过 4 次走访调查，2018 年
4 月张秋雪将报告交给当地法
院，并建议对小梦父母双方进行
调解。 最终在保证小梦妈妈探视
权利及孩子生活环境的条件下，

小梦妈妈同意不变更抚养权。
席小华介绍，目前该事务所

的合作伙伴主要是公安局、检察
院、法院。 抓捕了违法的青少年
后，这些机构依据相关法规会委
托其开展相关社会调查。

对开展社会调查的必要性，
席小华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
线记者，首先少年司法的目标不
在于要惩罚未成年人，而是要教
育矫正未成年人。 社工对这些孩
子有针对性她开展教育矫正服
务，实现了司法的目标。

其次社会调查报告在司法
机关对未成年人的定罪量刑时
也发挥着“参考”价值。“比如说
判一个小孩是 3 年还是 5 年，以
前可能就根据司法机关侦查的
情况，但现在司法机关除此以外
还会参考专业社工做的调查，综
合考虑未成年人回归社会的有
利因素与不利因素”。

“实际上，这样做就为少年
司法机构更加谨慎地使用法律
提供了参考，使司法过程更加规
范，更加人性，更加科学。 我们开
展的服务，不管是对违法犯罪的
小孩，还是对司法人员都是一个
支持和帮助。 ”席小华说。

青少年社工发展团组织发
挥重要作用

席小华说，在青少年司法社
工的发展过程中，共青团组织发
挥了很大作用。

“2018 年，共青团和最高检
会签了一个关于检
察机关未成年社会
支持体系的文件，
那个就很重要。”席
小华说。

她所说的文件
是指，2018 年 2 月
9 日， 在中央综治
委预防青少年违法
犯罪专项组全体会
议上， 最高人民检
察院、 共青团中央
共同签署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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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席小华认为，这个协议签署
后会鼓励全国各地检察机关在
开展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时，能够
主动去链接社会工作的专业资
源，开展相关服务。

“我觉得团中央这项制度就
做得挺好， 但关键还是怎么落
实。 ”席小华补充说，团中央最好
帮助各省(市)去梳理各地实际情
况，搭建社工服务体系，并明确
开展服务的标准，服务成效的评
估方法等。“有了大的制度倡导
后，关键是各地具体的落实”。

2017 年，团中央社会联络部
联合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 (社
会工作司)、财政部综合司(政府
购买服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在山东济南召开政府购买青少
年社会工作服务华东、 中南、西
南片区座谈会，此后，相关主题
会议数次召开。

对此，席小华评价说，虽然
目前各地都在链接社工服务资
源，但社工服务标准是什么？ 服
务内容是什么？ 很多地方并不清
楚。“部分地方之前没有相关实
践，没有现成经验，因此出台购
买服务的清单，有利于指导和促
进全国各地通过购买服务的形
式，来满足青少年的服务需求”。

她还结合北京超越青少年
社工事务所的自身发展指出，共
青团北京市委对本市青少年司
法实务推进所起到的推动作用。

2012 年之前北京市青少年
司法社工研究院与司法机关的
合作都是“点上的推动”，正是在
团市委权益部努力下才真正在
全市范围内推动完成的。

“尽管青少年司法社工发展
速度很快，很多制度也在不断完
善， 但全国总体情况参差不齐，
发展不一。 这主要是制度支持力
度不一样，各地的人才队伍的搭
建也不完整。 ”

实际工作中，青少年司法社
工的服务也有很多困难。“有的
时候出现过被服务对象质疑和
不信任的情况，也有过被合作伙
伴轻视的情况，还有过能链接的
资源非常有限、 力不从心的情
况。 ”北京超越青少年社工事务
所社会调查组一线社工王璐倩
这样说。

席小华教授介绍，很多涉案
的未成年人自身认知情况与行
为习惯有问题，“有的孩子不认
为自己的行为是违法的 ;有的孩
子认知能力比较弱，甚至智力迟
滞， 接受外界的能力比较差;还
有的孩子确实是来自困难家庭，
想要改善这类孩子的困境比较
难，所以总体上这类服务是比较
难的。 ”

“帮助这些孩子不可能立竿
见影，但帮助总比不帮强。 为什
么我们能够支撑下来，就是因为
我们看到了作出的成绩，看到了
孩子能够实现自身和家庭的良
性成长。 ”席小华说。

（据《中国青年报》）司法社工服务对涉案青少年和司法人员均有重要帮助（网络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