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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禁毒日：深圳 628 名社工开展“软性”禁毒服务

在第 35 个国际禁毒日到
来之际，深圳禁毒社工

通过举行 “戒毒康复人员社会融
入路径探索”主题沙龙、“七进”场
所禁毒宣传活动、 全民禁毒线上
宣传、 毒品预防教育服务经验推
广暨 626 产品直播活动、 禁毒生
命剧场校园展演、 禁毒知识线上
有奖问答等内容丰富、 形式新颖
的活动， 开展了广泛的禁毒戒毒
宣导服务。

628 名专业社工
致力于禁毒社会化服务

深圳禁毒社工服务始于
2008 年。 多年来，深圳禁毒社工
创新构建了政社联动禁毒工作
服务新模式，形成“戒毒康复—
救助帮扶—禁毒宣传—协助禁
毒管理” 四位一体的服务体系，
将服务从高墙外向高墙内、从纵
向横、从点到面延伸，禁毒社会
化服务成效显著。

经过 14 年的发展，目前深圳
共有 16 家专业社工机构开展禁
毒社工服务，禁毒社工达 628 人，
服务覆盖全市十个区/新区。 14
年来，禁毒社工累计为服务对象
建档 19169 个， 提供即时辅导与
探访 133588 次， 开展个案 7401
个、小组 1681 个、活动 28794 场，

服务总量达 467.4 万余人次。 禁
毒社工们“润物无声”的“软性”
服务，成为对传统的强制戒毒手
法的一种有效补充。

禁毒社工
服务覆盖五大类别

禁毒社工通过派驻戒毒所、拘
留所、街道、社区、禁毒服务中心、
美沙酮门诊以及开展禁毒服务项
目等形式，为戒毒康复人员提供心
理辅导、行为修正、就业培训、跟踪
帮教、救助申请、资源链接、家庭关
系及社会环境改善等服务，协助戒
毒康复人员达到生理和心理的双
重脱毒，顺利回归社会。

禁毒社工的服务涵盖戒毒
康复、帮扶救助、宣传教育、协助
管控和政策倡导五大类别。 在服
务中，禁毒社工运用专业的社会
工作理念、手法与技巧，用心关
怀戒毒康复人员，协助其进行康
复治疗，为其开展心理咨询与情
绪疏导，巩固戒毒成果，防止复
吸，从生理和心理双重层面上摆
脱毒品的困扰。

同时，以“助人自助”为核心
理念的禁毒社工，更加侧重戒毒
康复人员社会关系的修复和自
我能力的提升，帮助其改善家庭
关系，链接就学、就业、职业培训

等资源，搭建支持网络，解决就
业问题， 并挖掘其自我潜能，提
升自尊与自信， 促进社会融入。
此外，禁毒社工还通过开展法律
法规、预防药物滥用知识等宣传
教育活动，提升社会大众远离毒
品、 抵制毒品的意识和能力，消
除居民对社区戒毒者的歧视，为
全民禁毒营造健康的社会环境。

品牌禁毒项目
服务多元群体

在十余年禁毒社会化服务
的探索中，深圳各社工服务机构
针对不同服务群体，研发实施了
大量的特色服务项目。 如，针对
回归社会后的戒毒康复人员，温
馨社工实施了包含毒品预防宣
传教育、戒毒人员帮扶、禁毒朋
辈辅导服务三大板块以及十余
个子项目在内的“馨生活”禁毒
社会化服务项目；春暖社工开展
了“克己助人”戒毒过来人队伍
发展项目。 针对社会大众，社联
社工开展了“全民禁毒宣传月”
线上系列活动；海云社工开展了
进校园、进社区、进企业、进景
区、进家庭、进网络、进单位等
“七进”毒品预防宣传教育服务。

针对学生、青少年的禁毒预
防教育，龙祥社工开展了“春风

联动”禁毒志愿导师项目、“美丽
人生，由你做主”开放结局禁毒
论坛剧场项目；春暖社工开展了

“缉毒迷宫” 青少年禁毒体验项
目、“党员干部结对帮扶、强化禁
毒服务管理”项目；尚德社工开
展了“无毒校园”心理健康服务
模式孵化项目；彩虹社工于 2015
年首创实体化禁毒服务产品“反
毒大篷车”青少年移动禁毒教育
基地， 并在全国 14 省及一个直
辖市的 21 个地市完成项目复制
及落地推广，累计开展 300 余场
次活动，服务超过 20 万青少年。

同时，深圳社工大力培育禁
毒志愿者，覆盖党员、高校大学
生、戒毒“过来人”、亲子家庭、儿
童青少年等群体，发展出党员结
对帮扶志愿者、 高校禁毒社团、

“越毒重生”戒毒过来人宣讲师、
“拒毒小勇士” 少年禁毒先锋等
多类别的禁毒志愿者，以发挥社
工+义工的“双工联动”作用，更
好地开展禁毒社会化服务。

多渠道提升
禁毒社会化成果影响力

为了更好地推广禁毒社会
化服务，总结典型经验和优秀做
法， 深圳禁毒社工通过出版书
籍、发表学术文章、举办论坛等

多种形式，持续扩大禁毒社会化
服务的影响力。

如，彩虹社工出版《彩虹社
工服务标准化组织系统（CSO）》
《禁毒领域服务标准》《禁毒社会
工作实务》等书籍；禁毒社工主
题论文《社工创新公益项目嵌入
校园禁毒服务的作用》和《社区
戒毒社区康复模式的初步探索》
入选第 24 届亚太区社会工作会
议论文集，多篇论文入选历年全
国药物滥用防治研讨会。

温馨社工参与广东省地方
标准《社区戒毒社区康复社会工
作服务规范》的制定，并承办“全
民禁毒新时代”深圳市禁毒工作
发展研讨会，为近千人提供禁毒
服务交流；通过中国公益慈善项
目交流展示会平台，向全国各地
进行深圳禁毒社会化服务工作
成果的展示交流。

2021年 12月，由深圳市民政
局、 深圳市社会工作者协会联合
牵头，多家机构参与撰写的《禁毒
社会工作服务指南》《学校社会工
作服务指南》 等七项社会工作服
务领域深圳市地方标准， 经深圳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批准发布，并
于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
使禁毒等领域的社工服务更加科
学与规范。 （据《深圳特区报》）

6 月 26 日，中国社会工作联
合会青少年与学校社会工作委
员会（以下简称“中社联青学
委”）成立大会暨“融合共育、多
元发展”全国首届青少年与学校
社会工作发展交流会通过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在北京召开。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会长陈存
根，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
司司长王登峰，民政部慈善事业
促进和社会工作司副司长孟志
强，团中央社会联络部培训处处
长、二级巡视员甘一辰出席成立
大会并讲话。

陈存根代表中国社会工作
联合会，感谢民政部、教育部、团
中央及各位专家学者、实务工作
者对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以及
青少年与学校社会工作的大力
支持，同时对中社联青学委的正
式成立表示热烈地祝贺。陈存根
对中社联青学委的工作提出三
点希望： 一是要提高政治站位，
站在党和国家事业薪火相传、后
继有人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青
少年与学校社会工作在教育工
作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二是要
广泛链接资源， 协调各方关系，
广泛凝聚共识，努力推动社会工
作者成为各方资源的桥梁纽带、

学校老师的得力助手、社会家长
的知心朋友、 青少年的成长导
师； 三是要始终聚焦主责主业，
引领行业发展，集中力量开展理
论研究、实务推进、学习交流，积
极推动社工服务进学校、社工宣
传进学校、社工教育进学校。

王登峰指出，中社联青学委
的成立意味着社会工作进入到
一个新阶段，由专业的委员会组
织带领专业的社会工作者，为广
大青少年和所有需要帮助的个
人和学校提供专业化的帮助和
支持，非常有意义、非常有价值。

王登峰指出，第一，中社
联青学委要深入、全面、
系统地调查研究， 客观
准确地把握“五育并举”
实践过程中好的经验和
做法， 面临的困难和问
题；第二，要全面融入学
生全面发展、 全面培养
体系中去；第三，要主动
创新， 在中国的教育体
系中， 不断丰富和发展
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理
论体系、 价值体系和实
践体系， 推动学科和专
业发展， 同时构建更加
科学高效的中国化的社

会工作服务支撑体系。
孟志强指出，近年来，民政

部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
部署，在各部门的支持下，大力
推进社会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
效，呈现出了蓬勃发展的良好势
头。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成立青
少年与学校社会工作委员会，规
范化、系统化地推动青少年与学
校社会工作， 是顺应时代需求，
推进专业发展的积极举措，意义
深远，责任重大。

孟志强对中社联青学委提
出三点希望：一是要积极助力提

升社工人才队伍的建设水平，积
极整合专家资源， 编写培训教
材，组建师资队伍，提高社会工
作者的专业技术和服务能力。通
过加大教育培养力度，完善青少
年和学校社会工作培训实训体
系，推动建立社会工作人才流动
激励机制，开发青少年和学校社
会工作岗位，使更多人才进入社
工领域，特别是青少年和学校社
会工作领域；二是持续推动政策
理论研究和成果转化，充分发挥
行业组织的引领作用，为政策制
度的不断完善提供有份量的智
力参考，尤其是在学校社会工作
的制度建构和岗位开发方面，要
积极联络教育部门开展试点探
索和经验总结，推动标准建设和
机制完善；三是全面推进委员会
的规范运作，在联合会的统一管
理下，严格落实党中央和民政部
社会组织及分支机构管理的有
关规定，加强党组织建设，聚焦
主责主业，规范各项业务活动开
展，不断完善内部组织建设。

甘一辰指出，此次中社联青
学委的成立，是助推青少年社会
工作更加专业化、本土化、普及
化的一个重要举措，对于推进新
时代青少年全面健康发展具有

非常重要的意义。希望中社联青
学委深刻领会党的青年工作实
践要求，组织青少年和学校领域
社会工作人才在一线开展服务
中切实加以学习贯彻，引导广大
青少年事务社工进一步提升专
业能力，扎根基层贡献，积极推
进青少年社会工作的长远发展。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副会
长兼秘书长康鹏在大会现场宣
布青少年与学校社会工作委员
会正式成立，并为总干事张驰颁
发聘书。

中社联青学委主任由中国
社会工作联合会副会长、第十一
及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致公党
中央常委、全国妇联执委李羚担
任，刘海骅为常务副主任，李红、
马志太为副主任，赵丹萍、王勉、
杨冠新、都晓杰、汪凌等为副总
干事，选举田一禾、翁欢琪、胡俊、
宋红源等 27人为常务委员，选举
曹慧、罗云、苏曲光等 126人为委
员，选举北京市第十九中学和广
东省麦田教育基金会、上海市阳
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等 15 家
组织为常务委员单位。 大会后，
全国首届青少年与学校社会工
作发展交流会也成功举办。

（据中社联青学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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