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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毒形势依旧严峻。 除了吸

毒人数的增加，毒品正逐渐向在
校学生、公司白领、企业老板、演
艺职员甚至机关事业单位人员
扩散，且呈现低龄化趋势；吸毒
场所逐渐向出租屋、 住宅小区、
宾馆酒店、会所俱乐部以及学校
宿舍等地蔓延。

“今年广州全市都在热烈地
铺开禁毒工作，以往都没有这种
程度。 ”叶梦竹告诉记者，“因为
国家出台了相关文件，到了省市
层面也会有具体的指引，比如要
建多少个社工站、配备多少名社
工等。 这对禁毒社工的发展也是
有一定促进作用的。 ”

不过，叶梦竹也指出了其中
存在的问题。“过往政府在禁毒
工作中注重打击、管控，而面对
预防吸毒和社区戒毒康复的工
作， 社工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
然而大家对社工的认识程度不
一样，各地推进的程度和力度也
不一样， 还需要更加细致的规
划， 让民间力量更好地联合起
来。 此外，现在禁毒工作在初步
发展阶段，政府的调控作用十分
重要，还需完善政府和社会组织
对话的平台，加强双方的理解与
沟通，一起去为禁毒工作服务。 ”

除了上述问题，彩虹社工禁
毒服务总负责人石圆圆及李晓
兰等业内人士还总结出了目前
禁毒社工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
其他阻碍：

一是社会公众的不了解。 目
前， 还有很多人不了解禁毒社
工， 也不知道社工是干什么的。
而社会对禁毒社工的不了解，在
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禁毒工作开
展的难易程度以及服务对象的
配合程度。

二是工作过程中伦理价值
观的冲突。 禁毒社工服务目前都

是由当地禁毒办出资购买，在服
务要求方面，其希望社工能够协
助管控吸毒人员，如遇到吸毒人
员有偷吸复吸等行为要及时报
警，而社工的专业价值观要求社
工为服务对象保密，社工经常会
陷入这样的困境。

三是社工人才的流失。 由于
薪资待遇问题，很多社工专业出
来的人工作两三年就会转行或
到其他领域，留在禁毒领域的比
较少，而现有社工的技能不足以
应对服务对象遇到的种种困境。
而且，目前禁毒社工配合完成禁
毒办的相关工作较多，为服务对
象开展相对专业的工作较少。

四是身份尴尬， 没有实权，
容易被行政化。 很多工作要协调
很多部门， 让禁毒社工颇感无
力。 此外，之前都是白粉等传统
毒品，危害可以在身体上体现出
来，而现在多是新型毒品，危害
多在心理层面，很多人意识不到
问题的严重性， 总是躲着社工。

社工群体不能孤军作战

与英美等国家相比，我国禁
毒社工的优势是实践性更强，社
工来源于大众， 服务于大众，更
了解案主的心理， 了解他们所
需，这对因地制宜开展工作也是
一种帮助。

彩虹社工从 2009 年开始做
禁毒服务， 目前机构有 80 多名
禁毒社工，规模在国内来说也算
是比较大的。 经过八年多的实
践， 该机构也形成了自己的特
色。 据冯山介绍，彩虹社工非常
重视禁毒服务，将其列为机构三
大核心领域之一。

通过项目化的形式，彩虹社
工策划实施了一大批极具特色
的禁毒服务项目，如“健康快车”

“无毒新人类”“禁毒鬼屋”“反毒

大篷车”“禁毒迷宫” 等。 其中，
“健康快车” 获得首届中国公益
慈善项目大赛实施类银奖，“反
毒大篷车” 荣获 2016 年广东省
青少年禁毒公益服务联盟项目
大赛特等奖。

彩虹社工也十分看重标准
化建设，先后参与了深圳市禁毒
社会工作服务标准的制定与修
订，出版了自己的服务标准化组
织系统。 自 2012 年以来，彩虹禁
毒服务项目及禁毒督导们多次
受邀到外地去开展培训、 讲座、
研讨会等， 输出深圳的禁毒经
验，为禁毒社工的发展提供了更
广阔的平台，也为其他社工机构
提供了参考。

今年 2 月， 国家禁毒办、民
政部等十二部门联合印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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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预见，禁毒社工在社会
治理及社会服务领域将发挥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 不过，我国的
禁毒社工依旧存在很多不足。 李
晓兰认为，我国的社会工作并没
有发挥实质性的功能，影响力较
小、认可度偏低；其次，我国的社
会工作缺乏系统的理论支撑和
知识结构体系；第三，社会工作
发展不平衡，区域差异大；第四，
专业教育落后，与社会需求不匹
配。

那么，禁毒社工如何才能实
现更好地发展呢？ 李晓兰觉得可

以学习英国的经验。“一是成立
专门的管理机构，负责管理和控
制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及其
服务质量； 二是明确职责分工；
三是提供经费支持。 在英国，社
会工作专业享受政府津贴，研究
生免收学费并获得生活资助，从
而提高了学习社会工作专业的
积极性，维护并巩固了社会工作
专业的人才基础。 ”

广州市启创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执行总监董沛兴认为， 禁毒社
工的发展有两个关键点。“第一，
社工要在预防宣传和社区戒毒康
复这两个领域， 做到真正嵌入政
府的系统当中，不能孤军作战，必
须与各部门紧密合作；第二，社工
要体现其专业的价值理念和手
法， 不管是预防宣传还是戒毒康
复，都要用服务对象可以接受的、
适当的方式开展工作，与其同行，
才能真正帮助到他们。 ”

彩虹禁毒社工与社区戒毒康复人员中秋节座谈会

禁毒社工知多少 ■ 本报记者 王勇

启创社工“on call 90 分”高危情景工作坊

禁毒社工都做什么？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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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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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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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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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毒社工在哪工作？
一 、社区戒毒 、社区康复办

事等机构通过政府购买服务配
备禁毒社会工作者。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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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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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禁毒工作相关行政部门
和群团组织根据事业发展需要
配备禁毒社会工作专业人才。

禁毒社工从哪来？
我国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

支持和培养禁毒社会工作从业
人员的发展。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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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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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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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