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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各方资源
帮助“一个孩子”

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某
社区， 核酸检测正有序进行，志
愿者小彭（文中涉案未成年人均
为化名）已接连三天来这里引导
秩序。

“他是主动向社区申请的，孩
子能有这样的举动， 我们心里特
别高兴。 ”参与帮教工作的番禺区
青年地带大石站的司法社工成雪
玉告诉记者， 小彭的转变得益于
未检社会支持体系的帮助。

2021 年年底，16 岁的小彭因
盗窃被警方抓获。 番禺区检察院
第六检察部副主任陈小敏介绍
道，检察机关审查后认为小彭社
会危险性较低， 且如实供述、获
得被害人谅解，依法对其作出附
条件不起诉决定。 其间，陈小敏
给小彭父母打电话，劝他们把孩
子接回家过年并严加管教，“我
们管不了。 ”虽多次电话沟通，但
小彭父母始终拒绝接孩子回家。

“当时距离除夕就两天时
间，广州又发布‘低温寒冷黄色
预警信号’， 为让孩子过个温暖
快乐的年，我们想了不少办法。 ”
陈小敏和同事们紧急联系了区
未保办、救助管理中心、派出所
等部门，说明案件事实及监护人
拒绝履行监护职责的情况，围绕
小彭的临时监护问题进行磋商，
并快速研究制定了保护方案。

春节后，陈小敏再次联系小
彭父母，但他们仍不为所动。 看
到小彭的无助，陈小敏下定决心
要“一帮到底”。

“你愿不愿意到我们检察机
关的社会观护基地？ 那有电线电
缆、机械制造、灯光音响、服装制
鞋、餐饮等 300 多家企业，可以
根据你的兴趣爱好、文化程度等
筛选出与你匹配的岗位，已经有
多名和你一样的孩子在那里完
成考察并顺利回归社会。 ”陈小
敏向小彭推荐了番禺区“心”启
程未成年人观护基地。

经评估岗位匹配度，番禺区
“心” 启程未成年人观护基地为
小彭确定了某餐饮企业作为观
护点，并指定企业观护员。 企业
观护员向小彭承诺企业会保护
他的隐私不被泄露，放下心理负
担的小彭很快便适应了工作。

小彭的个案让番禺区检察
院未检检察官看到了构建临时
监护大格局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他们与区未保办、区妇联等单位
一起， 围绕临时监护的对象范
围、适用情形、线索移送、监护接
收、紧急安置、监护评估、妥善安
置等制定了 17 条规定， 并推动
建立《广州市番禺区涉案未成年
人临时监护工作机制（试行）》。

检察机关与司法社工
“一拍即合”

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等参
与涉案未成年人心理干预、法律
援助、社会调查、观护帮教、教育
矫治、社区矫正等工作，最大限
度助推涉案未成年人顺利回归
社会，在当前已是常态。

最高检第九检察厅相关负
责人谈道，“随着帮教的深入，我
们渐渐发现，要想高质量做好帮
教工作，必须引入专业的社会力
量。 也是在此时，一些地方检察
机关开始尝试在办案中链接专
业司法社工。 ”

2009 年 6 月，时任北京市海
淀区检察院未检组负责人的杨
新娥与时任首师大副教授席小
华在一个研讨会上相遇。 会上，
杨新娥谈及一起未成年人盗窃
案， 表示可以适用相对不起诉，
但检察机关有两个难题不好把
握：一是未成年人再犯可能性评
估，二是谁来持续对其开展监督
考察及帮教。

“我们从专业角度重点强调
了社会工作介入青少年犯罪预
防工作的专业优势，表示社会工
作者可以帮助司法机关开展社
会调查和帮教工作。 没想到双方
思想和行动的火花‘一触即
燃’。 ”席小华欣喜于这“一拍即
合”打破了社会工作和少年司法
的隔离带。

“通过专业社工的介入，检
察官更清晰地理解了涉罪未成
年人的成长背景和犯罪原因，一
些涉罪未成年人在认知和行为
方面也发生了显著变化。 ”杨新
娥说道。

检察官认识到社会工作的
专业优势后，慢慢“放手”将涉罪
未成年人帮教职责部分交由社
工来承担。 2010 年，在与社工合
作的基础上，海淀区检察院创建
了未成年人检察工作“4+1+N”
模式，涵盖了司法、专业力量和
社会力量三个组成部分，其中的
“1”就是指依托一支专业的司法
社工队伍，该院还成立“司法社
工工作站”， 由政府出资向首师

大购买社工服务。
随后，海淀区检察院少年检

察处与首师大少年司法社会工
作研究与服务中心相继成立。
2012 年，北京超越青少年社工事
务所注册成立，双方开始长期规
范化合作，也为全国各地蹚出了
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社会工作
与未成年人司法工作相契合的
引领之路。

彼时，上海、湖北、河南、广
东等地都在积极探索未检社会
支持体系建设，在不断加强与共
青团、关工委等相关职能部门和
社会组织联系衔接的同时，还邀
请热心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干
部群众等社会力量参与其中。 一
些地方检察机关还探索引入社
会工作者、 心理咨询师参与，有
的还利用爱心企业、社区服务站
等建起涉罪未成年人观护基地。

全国未检社会支持体系
“快速成长”

各地检察机关如火如荼的
未检社会支持体系建设探索成
效显著，而最高检也在总结地方
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开始强化顶
层设计。

2012 年，全国第一次未成年
人刑事检察工作会议上，最高检
提出要大力促进政法机关办理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配套工作体
系和未成年人犯罪社会化帮教
预防体系建设。

2016 年的全国未检工作 30
年座谈会上，最高检系统提出要
大力推进未成年人检察专业化、
规范化、 社会化建设的发展思
路，要求各地检察机关把未检社
会化建设放在和专业化、规范化
建设同等重要的位置来谋划和
推进。

至此，全国未检社会支持体
系建设进入了快速发展期。

2018 年 2 月，最高检与共青
团中央签订了《关于构建未成年
人检察工作社会支持体系合作

框架协议》，充分发挥各自优势，
共同推动未检工作社会支持体
系建设，为整个未成年人司法社
会支持体系建设积累经验。

次年 4 月，最高检第九检察
厅会同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
权益部部署在 40 个地方开展未
检社会支持体系建设试点工作，
同时委托首师大北京青少年社
会工作研究院团队研发《未成年
人司法社会工作服务国家标准》
（下称《国家标准》）。

2021 年，新修订的未成年人
保护法、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下称“两法”）正式实施，对社会
组织、社会工作者参与未成年人
保护和违法犯罪预防工作作出
具体规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
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
的意见》也明确提出，要强化未
成年人司法保护，完善专业化与
社会化相结合的保护体系。

“这为我们进一步加强未检
社会支持体系建设提供了明确
法律依据。 ”最高检第九检察厅
相关负责人表示，前期试点效果
良好，按照“试点引路、示范带
动”的工作思路，最高检、共青团
中央决定以未检社会支持体系
建设试点单位为基础， 在 80 个
地区共同开展未检社会支持体
系示范建设。“今年 10 月，我们
将进行考核验收，形成一批可复
制、可推广的经验。 ”

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未成
年人检察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何
挺看来，未检社会支持体系建设
与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发展、需
求相比，还存在一些问题和薄弱
环节， 如司法社工人才储备不
足，社会工作与未成年人司法理
念的融合还有待提高，异地资源
的调配仍需加强等。

“社工曾经特别困惑的一个
问题就是：‘我’在未成年人案件
办理过程中是什么人？ 直到‘两
法’实施以及《国家标准》的试
用，社工在未成年人司法中的地
位才基本得以明确。 ”在何挺看

来，社会支持体系建设的地区差
异较大，还需进一步拉平地区之
间的差异，让未检社会支持体系
建设摆脱仅仅依赖地方检察机
关或某个机构、个人的情况。

做深做细
提高未检工作质量水平

未成年人小李 2019 年独自
到萧山打工。 8个月的时间里，他
伙同五人在多个镇街盗窃摩托车
七次，涉案财物价值两万余元。被
害人报案后，小李等人被捕。 2020
年 9月， 案件移送到萧山区检察
院。 因小李父母拒绝到场参与讯
问， 萧山区检察院遂委托社工为
小李提供合适成年人服务。

“讯问中，小李完全供述了
犯罪事实，当检察官问到是否同
意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时，他
却没有回应，我运用法律和心理
知识，帮助小李理解该制度的法
律后果，使他能真实、准确地表
达意愿。 ”萧山向阳花未成年人
司法社工成员韩琛毅说。

多次沟通下，韩琛毅与小李
及其家人建立了深厚的信任关
系， 结合前期社会调查情况，他
与检察官共同商定了帮教目标
和具体措施，帮助小李牢固树立
法律意识、规则意识，拉进其与
父亲的亲子关系，并根据小李个
人意愿，为他链接了技师学院的
线上课程。 经考察帮教，萧山区
检察院对小李作出附条件不起
诉决定。

顶层设计的完善既是定盘
星也是提速器。 这几年，各地检
察机关积极探索创新、不断深耕
细作，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源被链
接进来，未检社会支持体系更优
更强，在精准帮教方面，使涉罪
未成年人真正实现由内而外的
转变方面，效果尤为明显。

当前，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支
持体系建设整体还处于探索阶
段，《国家标准》推动了专业化办
案与社会化保护的有机结合和
优势互补。 让社工感到慰藉的，
还有法律上的认可与明确。 新修
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社会
组织、社会工作者可参与未成年
人保护工作，开展家庭教育指导
服务， 为未成年人的心理辅导、
康复救助、监护及收养评估等提
供专业服务。 不少社工表示，当
前社会力量正参与到未成年人
保护的各方面各环节，但具体的
标准和规范仍需进一步细化。

未检工作高质量发展离不
开社会力量的支撑。 记者了解
到，检察机关将不断丰富未成年
人司法社会服务内容，完善服务
机制，搭建服务体系，促进未检
社会支持体系高质量发展，悉心
守护每一个孩子健康成长。

（据《检察日报》）

打破“隔离带” 融入“朋友圈”

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支持体系
聚力保护涉罪未成年人
设立在首都师范大学（下称“首师大”）的未成年人检察

社会支持体系研究基地于 7 月 21 日正式揭牌。 这
是深化检校合作、推进未检社会支持体系建设的又一新平台。

什么是未检社会支持体系？ 检察机关为何致力于推进未
检社会支持体系建设？ 这项工作会对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产生
怎样影响？ 记者带着一系列疑问进行了深入探寻。

司法社工配合广州市番禺区检察院检察官对涉罪未成年人小
彭开展帮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