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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4日晚，九江镇第三届足球超

级联赛在春晓体育公园开赛。本

次联赛共有12支九江本土队伍

超过300名运动员参赛。为提高

青少年对足球的热情，每队允许

有两名16岁的青少年参加。

当日，首轮赛事由韵味居旧

码头队对阵龙盛建设队，南联队

对阵自由人队。比赛采用七人比

赛制,比赛设上下半场,时间各35

分钟。

防守、传球、射门……在韵味

居旧码头队对阵龙盛建设队的比

赛中，队员们以拼搏的姿态、顽强

的意志默契配合、激烈争夺,使出

浑身解数,只为拿下揭幕战的胜

利。最终，龙盛建设队以4:1的

大比分夺得胜利。

在南联队对自由人队比赛当

中，自由人队进攻犀利，全场压制

对方，只见一个漂亮的配合，撕开

对方的防守线，直捣黄龙，面对门

将的防守，一个假动作，大力射

门，完美入球。最终自由人队以

2:1获得首场胜利。

九江足协主席刘灿雄表示，

九江镇要发展足球运动，需要大

家共同努力。希望九江镇各中

小学积极营造赛事氛围，为九江

镇足球事业的发展培育更多新

生力量。

近年来，九江镇文化发展中

心联动足球协会积极开展足球

运动，同时联同教育发展中心

致力于拓展青少年足球运动的

训练和比赛。近年来，九江镇

的足球爱好人员不断增加，赛

事也不断完善，九江足球在九

江政府各职能部门、知名企业

的支持下得到了飞跃发展，并

为九江镇乃至南海区储备了一

定的足球人才。

接下来，九江镇文化、体育、

教育等相关部门，将加强与足协、

学校的联动，推动九江足球运动

再上新台阶。

九江第三届足球超级联赛开赛

12支足球队伍激战绿茵场

硬件配备完善，软

件如何随上？九江司法

所决定引入专业社工机

构，并与佛山市南海区

博雅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达成合作协议，由博雅

机构负责运营九江社区

矫正和安置帮教基地，

完成社区矫正和安置帮

教教育矫治、公益活动、

就业帮扶等工作，并利

用基地探索孵化一个具

有承担社会责任效能的

企业去接纳两类特殊人

群就业。

“通过引入专业社

会组织参与基地运营，

能打破司法行政工作的

局限性，充分发挥出社

会工作的理念优势、视

角优势、方法技术优势

和服务模式优势。”九江

司法所相关负责人表

示，以九江社区矫正和

安置帮教基地为依托，

运用社工的专业服务

性，为两类特殊人群打

造一个集教育、培训、救

助、就业等功能于一体

的回归社会帮教场所。

值得一提的是，在

九江社区矫正和安置帮

教基地的孵化下，该基

地自力更生，成功孵化

佛山市南海半爱管理咨

询服务有限公司（下称

“半爱公司”）和一间爱

心洗衣房。半爱公司主

要招聘社区矫正和安置

帮教人员等社会特殊群

体为员工，以生产投票

箱、展架等文教系列产

品为主，实现企业经济

价值的同时，帮助特殊

群体就业。

现时，爱心洗衣房仍

在正常运营中，继续为刑满

释放对象提供就业岗位；而

半爱公司因受到新冠疫情

的冲击，未能撑过经济“寒

冬”，无奈停止运营。

“‘半爱公司’这类社

企的孵化过程，为南海区

安置帮教工作带来宝贵

的经验，为南海本土化的

社会治理和法治创新提

供了参考价值。”九江司

法所相关负责人说，。

据统计，自该基地

启用以来，九江司法所

积极为社区矫正对象和

刑释解矫人员提供心理

健康服务、社会适应性

指导、未成年子女关爱

等多种服务，累计服务

1000 余人次，开展就业

帮扶29例，实现了21人

次成功就业，提供岗位

体验服务8人次，有力促

进了刑释解矫人员回归

社会，有效维护了社会

稳定。

九江社区矫正和安置

帮教基地不只是接受教育

矫治的场所，更是可以洗涤

心灵的平台。

2020 年 7 月 1 日起，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

法》正式施行，新法充分体

现了社区矫正人道主义的

精神内核，同时也对新时期

的监督管理和教育帮扶工

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

战。

“这也要求基层司法所

有主动求变的思想。”九江

司法所相关负责人说，九江

司法所逐步扭转过往更关

注管控措施的工作思想，积

极思考如何让社区矫正对

象对司法所足够信任，以信

任感充分调动社区矫正对

象的矫正积极性，让社矫对

象从被动接受矫治到主动

参与矫治。

考虑到基地还有一个

场所空置，九江司法所决定

把其改造成一个休闲吧和

阅读角，构建了图书角，购

入咖啡机、功夫茶具等。培

养社会矫正人员和安置帮

办人员阅读求知的习惯，渗

入“慢生活”的态度，抚平他

们躁动的情绪，让社矫安帮

对象在这个休闲阅读场室

中得到心灵的洗涤。

“目前阅读角有图书约

300本，有自购的，也有参

加社区联合行动获得的募

捐书籍，书籍内容也是精心

挑选的。”九江司法所相关

负责人说，主要有法律类、

心理教育类、现代文学类、

红色教育类、科学科普类等

书籍。

据了解，该基地休闲阅

读角拟于近日启用。九江

司法所相关负责人表示，希

望给社会矫正人员和安置

帮办人员传递“慢生活”理

念，让他们用心去感知生活

中美好的一面。
在九江社区矫正和安

置帮教基地，有一面特殊

的墙，社矫安帮对象称之

为“政策墙”。

“幸亏认真看了墙上

的指引，我才知道，我这种

困难的散工，是可以申请

社保补贴减免的！”刑释解

矫人员潘某说，有了政策

的帮助，并在九江司法所

工作人员的帮助下，他成

功办理了就业困难人员社

保费减免手续，解决了他

的养老忧虑。

“不少矫安帮对象对

其合法享受的权益了解甚

少，甚至有对象因为不了

解法律、不了解政策而蒙

受损失。”九江司法所的工

作人员在日常工作中发现

不少类似问题，于是利用

基地场所开放性质，把与

社会矫正人员和安置帮办

人员相关的政策和普惠性

政策以上墙宣传的方式展

示出来，传递政策福音，输

送民生暖意。

此外，为进一步提升

社区矫正教育矫治质量，

九江司法所还积极整合

各方力量，邀请专家等着

力组建司法志愿讲师团，

从法制教育、道德教育、

时政教育、文化教育、应

急安全教育和心理教育

等方面，构筑九江镇社区

矫正教育新模式。目前，

已成功组建由专业律师、

监狱警官、派出所民警、

教师、专业社工、执业经

济师以及地震办、人社局

相关领导等人组成的司

法志愿讲师团。

讲师团以法制教育强

化守法意识，以道德教育

提升社矫人员行为约束

力，辅以时政教育和文化

教育提高社矫人员群体的

素质水平，再结合应急安

全教育和心理教育重塑身

心健康状态。通过全面、

专业、系统地开展社区矫

正教育工作，达到预防重

新违法犯罪、提高矫治质

量的目的，是九江镇社区

矫正工作的一次崭新尝

试。据统计，志愿讲师团

组建以来，共计开展52场

教育活动。

“过去只有比较枯燥

的法制教育，现在到基地

接受教育，不仅有法制教

育，还有消防演习、亲子

沟通技巧课、阳光心理

课、国学知识课等，我在

这里学到很多有用的东

西。”一名社区矫正对象

点赞道。

“我的工厂有一些样板家具

要处置，我想看看社矫安帮基地

有什么需要，我可以捐赠出来。”

近日，九江司法所接到一名社区

矫正对象的电话，希望可以帮九

江社区矫正和安置帮教基地完

善设施，帮助更多的同路人。

为切实解决九江镇社区矫

正对象和刑释解矫人员的过渡

安置、职业技能培训、社会救助

和就业等问题，预防和杜绝重新

违法犯罪，自2017年起，九江司

法所积极探索和推动社区矫正

和安置帮教的帮教场所的建设，

争取到九江镇政府、镇公有资产

办的支持，取得儒林东路文明巷

3号四楼近400平方米的场地，

以用于建设“九江社区矫正和安

置帮教基地”。基地于2017年

12月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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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老师教社区矫正对象学习乐器，丰富业余生活。

■九江镇第三届足球超级联赛在春晓体育公园开赛。

九江司法所致力为两类特殊人群打造回归驿站

倾情关怀 为“迷途者”照亮回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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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释人员在爱心洗衣房体验岗位工作。

■九江社区矫正和安置帮教基地休闲阅读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