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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戒毒康复者生存困境

禁毒社工，能做的更多

6 月 26 日国际禁毒日前夕，中国国家禁毒委员会副主任、公安部部长助理刘跃进在国务
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透露了这样一组数字：国内登记在册吸毒人员数量持续增长，滥用不
同种类毒品的人员比例发生变化。截至 2014 年底，全国累计发现、登记吸毒人员 295.5 万名，
而实际吸毒人数超过 1400 万。

与这样严峻数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为戒毒康复者服务的人群———禁毒社工的数量。
“清醒人生”专业戒瘾支持机构创始人、资深社会工作者袁献远告诉《公益时报》记者，他

从事禁毒工作 8 年了，至今全国禁毒社工和相关公益组织依然寥寥无几，仅深圳来说，截止到
2015 年 4 月，深圳的禁毒社工有 122 名，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超过 6 万，而实际 122 名社工
面对的对象远超过 6 万，这无疑是杯水车薪。

禁毒社工及禁毒类公益组织能做什么？ 给戒毒康复者进行心理辅导？ 帮助他们进行家庭
关系协调？ 事实上，社工能做的工作，远不止“话疗”那么简单：

综合协调来自社区、企业和政府的资源，帮助戒毒康复者重新走进社区、提供技能培训和
再就业机会，同时连接科研机构推动政策的完善和细化，继而改善戒毒康复者整个群体的生
存状态，使他们融入社会、回归社会，彻底脱离毒品依赖，才是这样一群社工和公益人的工作
使命。 即便这样的愿景相对于尚不壮大的戒毒公益群体来说，显得有些吃力。

刘跃进表示：“对吸食毒品这个群体，既要把他们看成是受害者，同时也要把他们看成是
违法者，一方面进行必要的法律处罚，另一方面要施予正面的教育、卫生、人文各个方面的教
育、关怀，把这个群体尽可能多的挽救回来，把他拉到正常的社会生活轨道上来，尽可能地缩
小这个群体，也就是说减少整个社会对毒品的需求。 ”

张强（化名）是一名过往吸
毒人员，戒断 8 年了，但他仍觉
得自己徘徊在正常生活之外。

6 月 8 日， 他到北京后住进
了旧鼓楼大街一家宾馆。晚上 11
点左右，来了两名警察和一名协
警，进行例行检查和盘问。“就问
我是否以前吸过毒，我坦言回答
是，其中一名警察随即拿出吸毒
检测试条对我说：‘那就验一下
吧。 ’”张强说。

令张强疑惑的是，按照《戒
毒条例》规定，戒断三年未复吸
就不再动态管控了，自己都戒断
近八年了，怎么还要尿检？ 警察
回答：“那我不知道你这些年吸
没吸啊，你得检测一下让我知道
你没吸呀， 如果你不愿在这检
测，行，那就麻烦你跟我到派出
所去检测。 ”

最终为了不占用过多时间，
无奈之下张强同意了尿检，结果
阴性，警察把身份证还给了他。

这样的困扰一直持续着，不
论是张强出去旅行、住店，还是乘
坐火车、飞机，都会接受“如期而
至”的盘查，有时候是盘问，有时
候要接受尿检， 有时候两次检查
间隔才十几天。“正常人肯定不理
解，会问你一个外地人，怎么刚去
到北京警察就知道你吸过毒，并
且那么快就找到你了， 其实我们
都在公安部的吸毒人员网上动
态管控预警系统当中。 ”

张强所说的公安部吸毒人
员网上动态管控预警系统，简称

“动态管控”，是公安部目前主要
的信息库，该系统收录了全国在
册登记的吸毒人员以及其他一
些有过毒品犯罪记录的人员信
息， 只要信息被录入该系统，被

录入人员的身份证等多种信息
便在全国公安系统内共享。 而
后，被录入人员不论在全国什么
地方使用与本人真实身份相关
的证件， 该系统都会自动预警，
辖区内的警务机构会在第一时
间内赶到现场，对当事人进行动
态跟踪管理盘查，以此减低毒品
违法犯罪率。

2011 年 6 月 26 日， 时任国
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颁布施行
了国务院《戒毒条例》，并明文规
定：戒断三年未复吸的，不再进
行动态管控。 但是目前，在“动态
管控”系统中为自己“除名”，是
难上加难。

其实只要洁身自好、不再沾
染毒品，就不怕被检查，让张强
及更多戒毒康复者感到无法融
入社会的，并不仅仅是“动态管
控”，而是来自邻里、工作单位、
整个社会的“有色眼镜”。

“我记得我妈在世的时候就
是这样，尽管刚戒除毒瘾，但哪
怕是警察找我了解个无关紧要
的问题， 她都会认为我又复吸
了，理由很简单：要是你没吸，警
察找你干嘛，他们咋不来找我？ ”
张强说。

由于过往吸毒的种种劣
迹，以及反复戒毒的的过程，吸
毒人员在整个社会里已经毫无
诚信度可言， 戒断毒品的人员，
想要回归社会，最大的问题莫过
于社会诚信的建立。刚戒除毒瘾
的人，虽然表面上大家看到其已
经戒断，但内心却没有人愿意相
信他们会真的戒断， 包括家人
和亲友。“最急需的， 是家人和
社会给自己一分信任，哪怕是一
点点。 ”张强说。

清醒人生（SoberLife）是一
间专注提供专业戒瘾支持服务
的机构，专注酒精、烟草、毒品
等物质成瘾的戒瘾支持， 目前
主要为戒瘾支持相关专业人士
或机构提供支持。

他的创始人袁献远， 是一
位有 7 年戒毒社工经历的资深
社工。 他举例告诉《公益时报》
记者， 社会工作者能做的事情
很多。

帮助康复者重建社区信任
和生活尊严

“戒毒者融入社会的第一
个门槛是他的家庭和所在社
区，很多戒毒者都是戒毒、吸毒
反复多次， 他的家庭也深受其
害，邻里更是指指点点，所以他
要学着重新和家人、邻里相处，
他的家人也要学习接纳他。 他
们在戒毒的时候只是物理上的
治疗， 但是没有人教他们怎么
样与人交往。 ”袁献远说道。

“青年奋进会”，是袁献远
曾在深圳宝安区透过小组社会
工作手法开展的一个案例，得
到了石岩街道禁毒部门（宝安

区石岩街道综治办）、官田社区
的支持。

小组成员最初 6 人， 他们
曾经为了找钱买毒品甚至还偷
社区的电缆，做了很多坏事。当
他们从强制戒毒所回来后，社
区居民不信任他们。当时，袁献
远和其他社工就带着他们在社
区做公益劳动，清理老井、打扫
公园环境、帮孤老干活等等，社
区居民也在慢慢观察发现他们
真的变好了。

“更重要的是，这群人在社
区里重新获得了信任和尊重，
他们觉得自己也能帮到别人
了，感受到了自己的价值。 ”现
在这个小组发展到 10 人，且全
部成功戒毒，没有再复吸。

政策倡导， 让他们生活得
稍微舒服一些

“动态管控”成为公安部门
维护公共安全、 筛查吸毒和犯
罪人员的重要抓手， 加之戒毒
人员的综合复发率一直在 80%
以上， 所以一旦进入共享系统
便难以从系统中除名。

“社工并不能帮助他们除

名， 但是能让他们生活得稍微
舒适便利些。 ”袁献远说道。

深圳宝安区的另一个实践，
是社工介入给戒毒康复者做定
期检查、访谈，根据他们的社区
表现出具一个包括定期尿检情
况、家庭关系、社区邻里反应还
有工作情况的综合评估报告，再
给到辖区民警，民警会在他们的
户籍信息中做一个备注，能保证
他在附近街道、社区内刷了身份
证之后不用立刻接受检查。

袁献远分析道， 难以除名
的另外一个原因， 是我们国家
到目前为止没有戒断康复的标
准，“不能说多长时间没有复吸
就能代表完全康复， 戒毒成功
目前在法律上是没有一个明确
康复标准的。”“清醒人生”目前
在和北京大学中国药物依赖性
研究所合作， 在做中国戒毒康
复标准的研究， 希望能在推动
政策的完善方面有参考依据。

撬动企业，提供公益岗位
一方面， 很多戒毒者面临

经济困难和缺乏就业技能的现
实，另一方面，企业有意愿拿出
公益岗位给戒毒康复者， 但是
也会有担忧。 这就需要社会工
作者和公益组织从中协调。

“新光计划”是宝安区禁毒
办、艾美特（深圳）有限公司成
立的针对戒毒康复人员提供公
益性工作岗位的就业安置基
地， 也是深圳市首个戒毒康复
人员就业安置基地。 戒毒康复
人员在艾美特公司工作的同
时， 社工也会在戒毒康复人员
工作期间进行跟踪帮助和心理
疏导， 确保他们在企业安心正
常地工作。 （下转 09 版）

康复者的困扰 社工能做什么

“青年奋进会（戒毒康复者）”在社区公益服务，粉刷社区公园长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