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炫耀“黑客”技能，17 岁少年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并放在 QQ 群中供群成员随意下载，最终
被抓获。 一年后，这名少年成了著名“白客”，还协助警方破获一起特大网络传销案。

转变开始于检察机关联合团组织、司法社工等多方社会力量对其开展的精准帮教工作。 2019 年，此
案作为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支持体系（下称“未检社会支持体系”）建设工作典型案（事）例之一公之于众。

明确提出“未检社会支持体系”这一概念，是在 2018 年 2 月。 当时，最高检与共青团中央联合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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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称“合作框架协议”）。2022 年 10 月，全
国 80 个地区共同开展的未检社会支持体系示范建设工作圆满收官。

两个月后，未检社会支持体系专题培训班开班，一群“头雁”学员———有的是未检业务部门的负责
人，有的是深耕未检工作多年的业务骨干，他们于“云端”取经，学习、分享成熟经验，研讨未检社会支持
体系建设的新思路、新方法。

新年日历上，他们将碰撞出的思想火花“传帮带”给每一个未检干警，未检社会支持体系蓬勃发展
的新画卷已然铺展。

”

汇聚星光，为孩子照亮成长路

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社会支持体系建设纪实

从最有利于孩子的立场出发

因未成年人的身心特性，未
检工作的主要目的并非惩罚犯
罪，而是以“教育、感化、挽救”为方
针，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为原
则， 以帮助涉案未成年人顺利回
归社会为基本任务。 这就要求检
察机关在办理案件的同时， 要对
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进行教育挽
救，促其走上正途，预防再犯罪；尽
力帮助受到犯罪侵害的未成年人
尽快走出困境、正常生活。 而精准
的帮扶教育需要针对涉罪未成年
人开展必要的社会调查、 心理干
预、人格甄别、行为矫正、社会观
护、技能培训等工作，也需要对受
到侵害的未成年人开展心理救
助、身体康复、转移安置等综合救
助工作。

“在未检工作发展初期，很
多干警都有心理咨询师证书，社
会调查、心理疏导、监督考察、安
置培训等工作全部由检察人员

‘一竿子插到底’。但随着帮扶的
深入和任务的扩展，我们发现检
察机关不仅在精力上无法保障，
在专业性、帮扶效果等方面也难
以达到预期，正是这样的实践困
境催生了未检社会化的探索。 ”
最高检第九检察厅相关负责人
介绍， 充分吸纳社会力量介入，
可以弥补检察机关知识结构的
局限性与人力资源的有限性，更
有利于保护救助未成年人。

当未成年人遇上社会帮扶
力量，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老欧是河南省商城县老干
局的退休老干部。 遇到老欧后，
未成年人小飞（化名）的人生有
了逆转性的改变。

2021 年，公安机关以小飞涉
嫌盗窃罪提请商城县检察院审
查逮捕，该院将小飞的社会调查
委托给了老欧。 几天后，老欧带
着厚厚一沓调查材料找到了承
办检察官，表示初中辍学的小飞
是受了不良朋辈的影响才实施
了犯罪，但其心地善良，只要加

以引导，就能回归正途。
经审查，检察机关对小飞做

出不批准逮捕决定，同时委托老
欧对其进行“一对一”案后帮教。
在老欧的帮助下，小飞学会了烹
饪技术，还开了自己的美食店。

“社会工作嵌入少年司法程
序，切切实实地帮助了一大批孩
子。 ”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
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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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为，社会工作以未成年人的需
求为介入点，以平等的视角展开
服务，运用相关专业知识和方法
促成问题的改善和解决，能带来
更好的干预效果。

为基层探索实践引路护航

虽然 2018 年才有了明确的
名称， 但从 1986 年上海市长宁
区检察院成立全国第一个少年
起诉组起，未检社会支持体系建
设就已萌芽，并始终与未检工作
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这是一场由基层探索实践
引发的“蝶变”。

1993 年，上海市检察院与市
青少年心理行为门诊部合作，并
于 1999 年签订心理测评协议，
建立起委托专业机构开展涉罪
未成年人心理测评的工作机制；
2002 年 6 月，云南省昆明市盘龙
区检察院开始在未成年人司法
程序中引入专业司法社会工作
者全程参与……

2012年以来，最高检不断加强
顶层设计，为这一工作夯基定向。

2016 年，全国检察机关未成
年人检察工作三十年座谈会上，
系统提出了大力推进未成年人
检察专业化、规范化、社会化建
设的发展思路。 2018 年，最高检
与共青团中央联合签署合作框
架协议，明确依托 12355 青少年
服务台、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机
构或未成年人司法社会服务中
心等专门机构，“一门受理”检察
机关、共青团委派的工作及委托
提供的相关社会服务。

更好搭建未检社会支持体
系， 还需要更多的实践样本支
持。 按照“试点引路、示范带动”
思路， 最高检和共青团中央于
2019 年 4 月在 40 个地区开展了
首批未检工作社会支持体系建
设试点， 并总结试点经验，于
2021 年在 80 个地区开展了示范
建设工作。“目前，我们联合团中
央正在组织对示范建设开展验
收工作。 ”最高检第九检察厅相
关负责人对记者说。

“2019年， 我们受最高检委
托，开始研发《未成年人司法社会
工作服务国家标准》（下称‘国家标
准’），进一步推动未检社会支持体
系的规范化、专业化建设。”席小华
介绍， 国家标准的研发也推动了
上海、 浙江等地未成年人司法社
会工作服务地方标准的出台。

“社会支持体系建设是未成
年人司法的重要一环。新修订的
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
犯罪法（下称未成年人保护‘两
法’） 首次对社会力量协助司法
机关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做
出了明确规定。 ”北京师范大学
法学院副院长何挺表示，这为长
期以来社会力量参与未成年人
司法工作缺少上位法支撑问题
画上了句号。

服务对象扩大，主体增多

2021 年 2 月，未成年人小风
（化名） 被家人带到了江苏省泗
洪县某医院引产，当时她已经怀
孕 7 个月。医生发觉不对后自觉
履行强制报告义务，将情况报告
至泗洪县检察院。

经查明，2020 年 7 月， 小风
放暑假期间，外省一亲戚王某趁
小风父母外出时，多次强行与其
发生性关系。泗洪县检察院立即
跨省监督立案。 2021 年 5 月，王
某因犯强奸罪被

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
坏人抓住了， 孩子的身心

健康如何恢复？ 除了对小风开
展持续的心理疏导外， 检察机
关还向小风发放司法救助金，
协调民政部门将小风纳入困境
儿童范畴， 协同教育部门安排
小风重新入学。

“随着强制报告制度的深入
实施，遭受或疑似遭受不法侵害
的未成年人也被纳入了未检社
会支持体系的服务范围中。 ”据
介绍，随着未成年人“四大检察”
职能的拓展，未检社会支持体系
建设已不再局限于涉罪未成年
人刑事诉讼程序，服务对象从最
初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未成年
被害人，逐步扩大到涉案未成年
人、严重不良行为未成年人及留
守儿童、困境儿童等特殊群体。

记者了解到，除服务对象外，
这些年来未检社会支持体系的
主体也在不断扩大。 当前主要包
括民政、教育、共青团、妇女联合
会、关工委等职能部门，青少年事
务服务中心、社工机构等涵盖心
理咨询师、社会工作者等专业的
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居委会、村
委会等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企业、
志愿者等爱心主体等。 根据不同
的专业程度，各主体在未检工作
中所发挥的职能也各有侧重。

“我们主要开展预防类、维权
类和矫正类服务，覆盖公安侦查、
检察院审查起诉及法院审判阶
段，通过专业服务为司法人员适
用法律提供参考依据。 ”首都师
范大学北京青少年社会工作研
究院交流部主任王璐倩在培训
班上分享了社工参与涉案未成
年人帮扶救助的工作流程和工
作内容。

“各地党委政府十分重视和
支持未检社会支持体系建设，开
展示范建设的很多地区已建立
起未成年人司法社会服务承接
平台，用于受理和转介服务。 ”最
高检第九检察厅相关负责人介
绍说，目前，各地在资金筹措方
面更加积极，筹措渠道也在不断
拓宽，相关制度机制也更加健全
完善。“从示范地区初步验收情
况来看，未检社会支持体系服务
能力得到了进一步增强。 ”

遇山开山
进一步筑牢发展基石

为进一步提升未成年人案
件办理质效，2022 年， 陕西省咸

阳市秦都
区 检 察
院招募、

培育司法社工 12 名， 举办了首
期未成年人检察司法社工培训
班；河北省张家口市桥东区检察
院以“未检社会支持体系建设的
相关问题”为题，为青少年心理
健康及司法社工培训班的学员
进行了专项讲座……

距离建成建好未检社会支
持体系，我们还有多远的路要走？

“司法社工开展工作的重要
方式之一就是与涉案未成年人
建立起信任关系，如何在履行社
工承担的法律义务的同时不破
坏已经建立起的信任，是我们一
直在思考的问题。 ”首都师范大
学北京青少年社会工作研究院
服务部主任李涵介绍， 当前，公
安、检察、法院“各有一套”，在办
案中分别去联系社工，这可能对
司法社工的服务效果有影响。

社工服务质量评估，也是未
检检察官们面临的共同难题。 针
对这一问题， 除了积极推动国家
标准的试行，最高检还明确，各地
检察机关要积极主动作为， 不断
加强对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的
业务指导和交流培训，明确未成
年人案件办理中的工作需求和服
务标准， 提高相关服务机构的承
接能力和专业社工的服务质量。

“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面
临很多挑战，我国青少年司法社
工队伍起步较晚，人才储备严重
不足，与司法的交融发展也有所
欠缺，并不能很好地满足司法实
践的需求。 ”在何挺看来，未来应
从未成年人保护大格局的角度
进一步建设社会支持体系。他提
出要从服务未检工作走向共建
未成年人保护体系，进一步拓展
社会支持体系的范围，进一步培
育和支持专业社会力量与未检
工作的深度结合，还要有多学科
视角、多部门视角，进一步强化
机制建设。

“下一步，我们将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法治思想，以《中共中央
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
督工作的意见》 和未成年人保护

‘两法’为指导，以落实合作框架
协议为抓手， 以示范建设验收为
契机，推动组建专门的未成年人
司法社会服务机构，持续培育和
孵化具有较强专业能力的社会工
作者，积极挖掘、链接各类资源参
与未检社会支持体系建设。”最高
检第九检察厅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 检察机关还将积极推动扩大
社会力量参与未成年人司法的
领域和范围，为构建涵盖未成年
人警务、检察、审判、执行各环节
的社会支持体系建设提供经验。

（据《检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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