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故事一

美国 TROSA二手家具市场：戒毒社会企业的尝试

TROSA 机构， 这是一间运
用戒毒社区（TC）模式的戒瘾服
务机构， 是一间真正的社会企
业。 目前有 500 个“居民”，里面
有正常人也有戒毒成功者，他们
共同来运营这个社会企业，并成
功实现“自我造血”。

除了医疗、技能培训、心理
辅导等常规服务之外，他们在做
一些事情让自己有盈利、自主盈
亏。 比如他们成立了搬家公司进
而发展为二手家具交易中心。

TROSA 居民在帮助别人搬
家的时候，会跟别人这样介绍自
己： 我们是一个戒瘾服务机构，
自己通过劳动来养活自己，如果
你家里有废弃的家具可不可以
不要丢掉，捐给我们，我们可以
免费把他们运走。

绝大多数家庭都是愿意捐
出 自 己 的 废 弃 家 具 ， 后 来
TROSA 买下了一个城市里的废

弃沃尔玛，把它变成了一个二手
家具交易场所，从而获得了更大
价值、创造更多就业岗位。

神奇的不仅如此，他们也有
筹款部门，但是不是筹钱，而是
筹资源。

比如跟酒店旅馆筹“一夜住
宿”， 因为搬家公司业务已经覆
盖全美，所以到其他地方需要住
宿，如果跟酒店筹钱肯定没有让
他们捐出免费住店容易。

除了搬家公司之外，他们还
有很多能做的，比如帮别人做院
子的除草、圣诞节运送装饰圣诞
树等等……在这个戒毒社区的
居民过渡年限是三年，三年后你
可以选择离开或者继续在这里
工作。

袁献远对比了中美之间的
戒毒康复差异后，表示缺乏心理
支持也是我国面临的另一个问
题：在美国强制戒毒成功后要接

受一定时间的心理治疗，在社区
也有大量的社工去帮助他们，他
们还有自助的戒毒者团体，他们
定期聚会、进行康复交流，有戒
毒成功者做志愿者，去帮助和分
享自己的经历。 但是在我国没有
这样的强制要求也缺乏心理咨
询师，现在大多数是由社工来做
这些工作的。

广东罗浮山自愿戒毒医院
院长何志军分析道，吸毒者的心
理十分复杂，可谓一念天堂一念
地狱，你给他鼓励与尊重，就能
把他在天堂和地狱之间摇摆的
心拉回来，把变得薄弱的意志一
点点巩固起来，有时候，他们缺
乏的就是那么一种力量。 给吸毒
人员最大的尊重，才能最大程度
地帮助他们以健康的身心回归
社会。 禁毒是整个社会的任务，
吸毒人员回归社会，还需社会做
更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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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思绪回到 6 年前的那个夏
天，作为一名新的禁毒社工，我
怀着忐忑和新奇， 来到沙井这
个传说中的毒品重灾区， 开始
从事禁毒工作。 和许多禁毒社
工一样，那个时候的我们，对毒
品的认识和了解只是通过网上
查找到的资料略知一些， 对吸
毒者的印象也是来自影像作品
的那副坏人模样， 很担心自己
在接触他们的时候会不会有危
险。

随着时间的推移， 接触的
多了， 我们对吸毒者的认识也
逐渐发生了变化， 他们好像没
有想象中的那么凶恶可怕 ，反
而感觉他们很值得同情和帮
助。 他们有种种的经历故事想
要跟我们分享， 希望我们能倾
听， 他们在社会上有种种障碍
和困难需要我们陪伴他们一起
去处理，一段时间下来，想要去
帮助这帮社会上的弱势群体的
想法逐渐取代了担心和害怕。

随之而来的是， 他们有如
此多的困难和需要， 单是如何
帮他们戒毒， 都已经让那个社
工菜鸟的我头大， 更何况还要
帮他们处理与家人的关系 、经
济上的危机及改善社交等方面
的问题。

然而香港督导的一番话极
大地缓解了我的这种焦虑 ，我
一直记得他的这番话， 我也经
常引用这番话分享给我督导的
社工们。 那个时候经常跟督导
抱怨服务对象有各种需要 ，社
工好像难以作为也不知道如何
帮忙， 而服务对象自己也不够
坚定，经常复吸。

督导说，做吸毒者的个案，
要有这样的心态：失败是常态，
成功是异数。

“吸毒者能否成功戒毒，不
是取决于社工的努力， 案主自
己的决心和努力尤为重要 ，如
能配合家人和其他社会系统的
支持，才有机会成功，而达致这
种成功的人数甚少， 所以我们
我们要经常面对吸毒个案的失
败和复吸，但是那又何妨呢？ 至
少我们在陪伴他们的时候 ，有
人给到他们关心和支持， 好像
在他们灰暗的生命中亮起一盏
灯，那就足够了，只要我们社工
和个案都没放弃，失败了，大不
了再帮他戒。 ”这番话让我对自
己和戒毒工作有了新的认识 ，
从此更加坚定帮助吸毒个案。

社工帮助吸毒的个案戒
毒，除了自己要处理好心结，调
整好心态面对服务对象的复吸
和失败，坚定一颗助人的心外，
还需要不断学习、 实践来提升
自己的助人技巧和方法， 若是
单凭一颗热心，而毫无技巧，任
你多么热心终会碰壁而让热心
慢慢冷却，失去助人动力。

当然， 有的时候靠助人的
心和技巧也未必能成功， 个案
的成功取决于自己的决心和努
力，也需要其他系统的配合，如
家人、朋友的支持，社会的接纳
和包容等， 但这并不等于我们
就要处于被动的地位， 等候个
案自己有决心改变或者个案周
边的支持系统自行改善。

促进个案决心改变、 协助
其改善周边支持系统和发挥身
边资源也是社工可以积极发挥
的空间所在， 只要你坚信人是
可以改变的， 人有无限的潜能
去面对自己遇到的困境， 只要
你愿意坚持， 只要你愿意伸出
援手，改变终将发生。
（来源：清醒人生微信公众号）

� � 有不少人曾问我，为什么会
来做戒毒社工。

我想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
时机，2009 年我刚进入社工行业
时是做学校社工， 恰逢 2011 年
东莞市社工岗位调整，所在机构
承接了东莞市的戒毒社工服务。
当初的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就
转入了戒毒社工这行。

二是情结，我自己一直对边
缘群体有特别的兴趣，大学毕业
时就试过应聘做戒毒社工。 在我
眼中，戒毒者的故事和内心可能
比一般人更特别，更需要去聆听
和关注。 说他们“边缘”并非贴标
签，我认为他们是被社会主流推
到了边缘位置。 我自己年少时也
曾叛逆和不被理解，所以非常想
挑战自我去理解那些被认为“有
问题 ”的人 ，并希望能够帮助他
们一把。

转眼间，我已从当年那个跃
跃欲试的新手社工，变成同事眼
中已有 4 年戒毒工作经历的老
社工。那么，新的问题又来了。我
问自己，为什么还坚守在这行？ 4
年间经历身边同事的新旧交替，
我曾与不少离开的同事讨论为
什么要走：或因晋升、转换环境、
家庭等等。 我也曾和机构的新同
事分享有关戒毒社工的苦与乐。
迎来送往，不免常常问自己：“我
的选择是什么？ ”

我在工作上是成功与挫败
相互交织的：曾因服务对象复发
吸毒深夜难眠，也会为服务对象
主动打来的一通电话倍感安慰；
曾因服务项目效果不理想灰心
丧气，却也为有同道中人并肩作
战而重燃希望；曾因要兼顾前线
服务与督导工作倍感倦怠，但也
为不断反思从业的初衷而鼓起
勇气。 戒毒社工这份工作实在给

我太多思考和感悟。 我多次考虑
不再做戒毒社工，但一种责任感
与使命感，以及工作中的点滴成
就 ，都给我莫大鼓励 ，让我坚持
下来。

回想刚进入戒毒领域工作
的时候， 我与大部分新手一样，
很担心做戒毒人员的个案工作：
担心对方不愿意接受服务，担心
自己讲错话 ， 担心自己帮不上
忙， 担心案主没有家庭支持、社
会支持。 特别是当案主复发吸毒
被抓时总有几分自责和无奈。

种种这些，但凡做过戒毒服
务的伙伴，估计会有同样的体会
和困惑。 做戒毒社工多年，我的
这些担心和疑虑也无法完全打
消。 现在，想到这些担忧时，除了
从自己的角度出发，也会更多从
服务对象的角度去想，多了几分
同理。

就当前的社会环境，我清楚
明白，许多人都还会带着有色眼
镜看待吸毒（戒毒）者。 尤其在戒
毒者回归社会之初，不少人都会
担心戒毒者再犯而处处避忌甚
至歧视。 因此导致戒毒者在正常
的社交 、 工作上碰壁的比比皆
是。

至于多年来提在嘴边的社
区戒毒社区康复，各地的执行力
度和情况也不同 ， 地方部门重
视 、 能投入专项人力物力支持
的 ，执行情况相对好一些 ；而有
些地区缺乏具体可行的工作措
施和专人跟进，社区工作网络和
配套资源不完善等，则使得戒毒
者在社区内戒毒康复变成了一
纸空话。

一个不接纳不支持的社会
环境，反而可能把一个很不容易
戒了毒的人又推回了吸毒者之
列，巨大的戒毒成本则再次被浪

费。 另一面，国家近年来一再强
调禁毒工作的重要性，再三要求
重视落实吸毒人员的社会照管、
就业安置等。 吸毒人员的日趋低
龄化，吸毒人数日趋增长。 去年，
首次以党中央、国务院的名义下
发《关于加强禁毒工作的意见》，
要求深入治理毒品问题，做好禁
毒预防教育工作，遏制吸毒人员
的增长和预防青少年群体涉毒。
一边是现实的社会环境，一边是
迫在眉睫的工作任务和社会形
势。 由此可见，戒毒社会工作发
展的必要性及作为一名戒毒社
工之任重道远。

我也想和每个人说，对于身
边或社区里的戒毒者，不以歧视
的眼光看待他们，对于已戒毒人
员回归社区，请像正常人一样对
待他们 ， 甚至家属里有戒毒者
的，如果你还爱他/她，就请多表
达你对他们的关心和支持，少一
些怀疑和埋怨；当你有能力去贡
献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帮人，或
者给戒毒者一个就业机会时，你
可以参加禁毒志愿者的工作，可
以尝试聘请戒毒者。 戒毒者不需
要我们给他们什么特别的对待，
他们只需要我们像个正常人那
样对待，做好了可以得到应有的
赞赏 ，做错了 ，他们同样承担责
任和需要改过。

4 年以来的工作， 我知道我
一人之力没有改变太多的东西，
也改变不了很多的事情。 但我相
信 ，我做了会比不做要好 ，不管
未来方向如何，至少此刻我仍记
挂着这些吸毒人员，希望能给他
们找到一条出路。 所以，我此刻
仍在戒毒领域继续做下去 。 而
且 ，不只是我在做 ，我更希望其
他人以及其他的社会资源能和
我一起去做这事。

（上接 09 版）

袁献远（左一）到美国北卡罗来纳州 TROSA 戒瘾服务机构参观学习

� � 人物介绍：冯宛宁，东莞市横沥镇隔坑社区服务中
心资深社工，东莞市社会工作见习督导，自 2011 年投身
戒毒服务至今。

冯宛宁：我与戒毒社工的不解之缘

故事二 � � 人物介绍：王帅 ，社会工作师 ，资深禁毒领
域社工，从事相关工作 6 年，现任深圳市社会工
作者初级督导。

王帅：禁得住失败 终能守得云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