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月 22 日，公安部网站公布了国家禁毒办、民政部等十二部门
联合印发的的《关于加强禁毒社会工作者队伍建设的意见》。

《意见》提出到 2020 年，建立较为完善的禁毒社会工作者队伍
建设运行机制、工作格局和保障体系，禁毒社会工作者总量达到 10
万人，建成一批有影响力的禁毒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实现禁毒社会
工作服务在城乡、区域和领域的基本覆盖，禁毒社会工作者队伍的
专业作用和服务成效不断增强。

社工在禁毒领域将迎来一个发展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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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禁毒社工将达到 10 万人

禁毒社会工作者干什么？

禁毒社会工作者是从事禁
毒社会工作的专职人员。《意见》
明确了禁毒社会工作者的职责
任务，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一是提供戒毒康复服务。 调
查了解戒毒康复人员行动趋向、
生活状况、社会关系、现实表现
等情况，开展戒毒康复人员心理
社会需求评估；为戒毒康复人员
提供心理咨询和心理疏导、认知
行为治疗、家庭关系辅导、自我
管理能力和社会交往能力提升
等专业服务；帮助戒毒康复人员
调适社区及社会关系，营造有利
于戒毒康复的社会环境。 开展有
利于戒毒康复人员社会功能修
复的其他专业服务。

二是开展帮扶救助服务。 为
戒毒康复人员链接生活、 就学、
就业、医疗和戒毒药物维持治疗
等方面的政府资源与社会资源。
组织其他专业力量和志愿者为
戒毒康复人员及其家庭提供服
务，协助解决生活困难，提升生
计发展能力， 改善社会支持网
络，促进社会融入。

三是参与禁毒宣传教育。参与
组织禁毒宣传活动、普及毒品预防
和艾滋病防治等相关知识、宣传禁
毒政策和工作成效，增强公民禁毒

意识，提高公民自觉抵制毒品的能
力。 倡导禁毒社会工作理念，减低
并消除社会歧视与排斥。

四是协助开展有关禁毒管
理事务。 协助开展吸毒人员排查
摸底工作；协助建立相关档案资
料，做好工作台账，对工作对象
的戒毒康复情况进行定期评估。
协助做好强制隔离戒毒人员出
所衔接，督促、帮助社区戒毒社
区康复人员和戒毒药物维持治
疗人员履行协议，努力减少现实
危害。 发现社区戒毒社区康复人
员拒绝报到或严重违反协议的、
参加戒毒药物维持治疗人员严
重违反治疗规定的，向乡镇（街
道）禁毒工作机构报告，协助收
集提供有关材料。

禁毒社会工作者在哪工作？

以禁毒相关工作为内容，无疑
具有一定的特殊性，那么禁毒社会
工作者会在什么哪开展工作呢？主
要包括以下一些工作场所：

1、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在社
区戒毒社区康复办事机构等配
备使用禁毒社会工作者。

2、禁毒社会工作服务机构，
为禁毒社会工作者就业提供载
体，指导其他禁毒社会组织根据
需要配备和使用禁毒社会工作
者，鼓励用人单位在招用禁毒社

会工作者时优先录（招）用社会
工作及相关专业毕业生。

3、行政拘留所、强制隔离戒
毒所、戒毒康复场所、戒毒药物
维持治疗机构和自愿戒毒医疗
机构等可根据需要引入禁毒社
会工作者提供专业服务。

4、 禁毒工作相关行政部门
和群团组织可根据事业发展需
要配备使用禁毒社会工作专业
人才。

禁毒社会工作者从哪来？

有任务、有岗位还得了能做
工作的人。 禁毒社会工作作为专
业社会工作，需要专业的社会工
作者。《意见》提出了多种培养禁
毒社会工作者的方式。

1、加强禁毒社会工作专业教
育。 鼓励和支持高等学校开设禁
毒社会工作相关专业课程， 培养
禁毒社会工作专业人才。 强化禁
毒社会工作研究， 完善中国特色
禁毒社会工作理论、知识、方法与
技巧。 开发禁毒社会工作教育大
纲、课程和教材，加强禁毒社会工
作师资队伍和实习基地建设。

2、加强禁毒社会工作岗位培
训和继续教育。 实施禁毒社会工
作从业人员能力提升工程，在
2019 年前完成对现有禁毒社会
工作从业人员的全员轮训， 使其
基本掌握社会工作专业理念、知
识、方法和技能。建立健全上岗培
训制度， 对新招用的禁毒社会工
作者开展禁毒工作、社会工作、岗
位职责等方面知识培训。 鼓励和
支持禁毒社会工作者参加社会工
作学历学位教育， 将继续教育情
况纳入禁毒社会工作者考核范
围。依托禁毒教育基地、社会工作
专业人才培训基地、高等学校、科
研院所、社会组织等，推动建立一
批禁毒社会工作培训基地。

3、考取社工师证书，规范禁
毒社会工作者职业评价。 支持禁
毒社会工作从业人员参加全国
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评价，将取
得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证书人
员纳入专业技术人员管理范围。
指导用人单位以岗位职责为基
础，研究制定禁毒社会工作者考
核评估标准，逐步形成职业水平
评价和岗位考核评价相结合的
禁毒社会工作者职业评价机制。

除了招聘和对现有人员进
行培训之外，《意见》 还强调，要
推进政府购买禁毒社会工作服
务，将适宜由社会力量承担的禁
毒社会工作服务纳入政府购买
服务范围，通过委托、承包、采购
等方式交给社会力量承担。

禁毒社工薪酬待遇如何？

对于禁毒社会工作者的薪
酬待遇，《意见》 也进行了明确，
要求强化禁毒社会工作者职业
保障。

各地要根据禁毒社会工作
者的工作岗位、 职业水平等级，
落实相应的薪酬保障政策，要根
据经济社会发展和整体工资水
平，合理制定并适时调整禁毒社
会工作者薪酬指导标准。

用人单位招用禁毒社会工
作者， 要综合职业水平等级、学
历、资历、业绩、岗位等因素并参
考同类人员合理确定薪酬标准，
同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社
会保险和公积金。

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单位
应参考当地薪酬指导标准支付
社会工作者薪酬。

此外，《意见》还要求各地建
立健全财政资金、社会资金共同
参与的多元化投入机制，切实加
强禁毒社会工作服务资金保障。

要完善政府购买禁毒社会
工作服务成本核算制度，编制政
府购买禁毒社会工作服务项目
支出预算时应综合考虑禁毒社
会工作者薪酬待遇和激励保障
经费需要，加大财政投入，确保
资金使用效益。

要依托各级各类禁毒基金
会等相关慈善组织，整合汇集社
会资金投入禁毒社会工作服务
和禁毒社会工作者队伍建设。

揭秘禁毒社工

■ 本报记者 王勇

社区康复工作站是禁毒社工的重要工作场所之一

2015 年开始 ， 山东成立了
社 区 戒 毒 社 区 康 复 工 作 办 公
室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 ，
配备专兼职禁毒社工 3652 名 。
孟凡群 ，就是其中一员 。 “这一
条条路重复走了一年了 ， 太熟
了 。 ”带着记录本 ，孟凡群又开
始了一天社区吸毒者的家访 。
他主要的工作是帮 “瘾君子 ”戒
掉毒瘾 ；“吃闭门羹 ”、遭冷眼是
常事 ， 甚至还被吸毒者家属称
为 “狗皮膏药 ”。

旅游专业的禁毒社工

孟凡群，济南历下区文东街
道办禁毒社工。 2014 年底，旅游
专业毕业的他考取了这个职位，
周围的朋友一度也不能理解。

在文东街道 6.62 平方公里
的地域面积内，孟凡群手中有 13
名因吸毒进行社区禁毒和康复
的人员 ，到去年年底 ，受管控的
还剩两人， 其余 11 人基本解除
了管控。

孟凡群每天都会拿出自己
的工作记录本 ， 写下当天的家
访情况 。 他说 ：“接受社区禁毒
的， 吸毒情况都不是特别严重。
他们要经过三年的社区戒毒，分
阶段进行尿检、心理辅导等。 还
有几个是强制戒毒后接受社区
康复的。 ”

吸毒男子多次要自杀

在结束了上午的家访后 ，开
朗健谈的孟凡群讲述了他刚接
受这份工作的一件事。 “辖区内
的吸毒者郑刚 （化名 ）又做出了
自杀的举动，”有段时间，孟凡群
最担心听到这个消息。

这名叫郑刚的男子，今年 30
多岁，做酒水销售的工作。 说起
郑刚的吸毒史，并不复杂。 他在
和朋友谈业务时出于好奇吸了
一次，后被拘留。 出来后，郑刚就
接受了社区戒毒。

由于郑刚吸毒的事情被通
报到他的公司，他的工作就难以

保住了。 回到家后，从前开朗的
郑刚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整日把
自己关在屋里不出来。

孟凡群曾多次找到郑刚谈
心，但给他的反馈是，“郑刚不愿
和人沟通，并且有厌世的倾向。 ”
“郑刚因为吸毒， 周围的亲戚朋
友都不联系他了，他感觉自己以
后没了希望。 ”孟凡群说。

这对初入社会的孟凡群来
说 ， 确实遇到了一个不小的难
题。 之后，他多次找郑刚谈话，帮
他疏导心理压力。 在这期间，郑
刚做出了三次跳楼自杀的举动，
最终都被人救下。

为了郑刚的事儿 ， 孟凡群
可以说是跑断了腿 。 有一段时
间 ， 孟凡群几乎是长在郑刚的
家里 。 功夫不负有心人 ，郑刚的
情况逐渐好转 ， 现在他和孟凡
群成了朋友 。

吸毒者家属眼中的“异常人”

能和接受帮助的吸毒者成

为朋友这种事儿，在禁毒社工圈
里是很少数的。 他们和孟凡群最
直接的关系呈现就是工作关系。

用孟凡群一句通俗的话来
说，吸毒者家庭和吸毒人员看禁
毒社工 ， 就像遇到了 “狗皮膏
药”，怎么都摆脱不了。

很多吸毒者家庭认为，家里
有个吸毒人员本来就不是一件
光彩的事情。 对社工来家访很是
排斥， 甚者会做出过激的举动。
“就像周围人看吸毒人群眼光的
异样，我们也要接受吸毒者家属
异样的眼光，他们就像遇到了怪
物。 ”孟凡群打趣地说道。 在孟凡
群定期给吸毒者做家访时，往往
会找不到人，而很多家属的回答
就是“不知道”。

受冷言冷语也要帮找工作

即便面临的是冷言冷语 ，孟
凡群等人还是一如既往带着他
们定期尿检、做心理辅导。

于孟凡群们而言 ，对吸毒群

体去做的应是更多实际的东西，
而不光停留在尿检、家访。 比如，
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困难。

根据孟凡群一年来的工作
经验， 他们发现吸毒者的身份 、
职业分两个层面，普遍集中在手
头宽裕的生意人，另一类则是无
固定工作的游民。 后者，由于染
上了毒瘾，生活会更加困难。 大
明湖街道办禁毒社工刘欣键手
中就有这么个例子 。 今年 40 岁
的史杰 （化名 ），天生听力残疾 ，
家庭本来就很困难 。 也是偶然
间，他和一群无业的朋友聚在一
起吸上了毒品。 为了帮助史杰戒
毒，刘欣键费了很大工夫。 由于
语言无法沟通 ， 他先学会了手
语。

在了解了史杰家的情况后 ，
刘欣键和街道工作人员为他申
请了低保，之后又帮其找了一份
临时的工作。 “即便工作不是多
么理想，但最起码解决了他们家
的生活问题。 ”刘欣键说。

（据《山东商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