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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关心
委政法委领导
视察自强社工站（点）
长宁区
长宁区委政法委领导
委政法委领导视察自强社工站（点）
2013 年 5 月 16 日下午，长宁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钟晓咏，政法委副
书记陈卫东等一行人在天山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吴小渲的陪同下在视察天山
综治中心时，特意来到自强长宁工作站及天山社工点，指导和关心禁毒社
工的工作情况。
钟书记与社工们一一握手，肯定了长宁禁毒社工的工作成效与工作热
情，鼓励工作站抓好队伍建设， 在以往成绩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勇于创
新，提高社会工作管理和服务水平。
（长宁工作站 郑姬 供稿）

考察
禁毒工作
广西省禁毒委领导莅临朱家角
广西省禁毒委领导莅临朱家角考察
考察禁毒工作
2013 年 5 月 10 日下午，广西省禁毒委员会领导在市禁毒办综合处处长
徐川、区禁毒办副主任肖飞等领导的陪同下，到朱家角镇考察禁毒工作。
朱家角镇禁毒专职干部从禁毒宣传教育、社区戒毒(康复)、禁毒执法、
组织保障、基础工作等五个方面向上级领导作了汇报；其次也反映了禁毒
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难点。来访的领导首先肯定了我镇近年来取得的工作
成绩，也对实际工作中遇到的困难表示理解，并与禁毒社工进行交流与沟
通，了解日常的帮教工作，包括社戒社康人员的日常帮教、强制戒毒人员
的帮教、三年戒断人员的帮教以及失控人员的帮教等。同时，社工还为领
导演示了《青浦区吸毒人员管理系统》
。
（青浦工作站朱家角镇社工点 供稿）

◎总社动态
召开区（县）工作站通讯员暨
协会禁毒志愿者联络员工作会议
为进一步做好 6 月份的全民禁毒宣传月禁毒宣传活动，交流自强信息
通讯工作。5 月 23 日，总社会同市禁毒志愿者协会召开“2013 年区（县）
工作站通讯员暨协会禁毒志愿者联络员工作会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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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协会干事徐海翬传达了沪禁毒委《关于组织开展 2013 年全民禁
毒宣传月活动的通知》及《关于举办全国禁毒动漫和宣传教育讲课比赛的
通知》
，要求各区（县）的志愿者联络员及市禁毒馆禁毒志愿者联络员根据
2013 年全民禁毒宣传月活动的要点，积极以各种形式开展或参与禁毒宣传
活动，活动后及时填写好《区县禁毒志愿服务活动“6.26”宣传活动登记
表》并上报。
总社宣传干事陈慧向各区县工作站通讯员解释了《2013 年度质量、工
作要求及评分标准》中信息稿件录用和媒体宣传部分的考核内容，说明了
自强网“总社快讯”、“社工园地”、“禁毒志愿者天地”等各栏目的稿件要
求，目前上报通讯稿件中存在的问题，审稿过程中需要把握的原则和注意
事项等；陈慧还对近期的几项宣传工作和《上海法治报》
、
《禁毒周刊》、
《中
国社会工作杂志》、《中国禁毒杂志》等报刊杂志的征稿要求做了详细说明
和讲解，希望各区通讯员做好本区县通讯信息报道和稿件组织上报工作。
（市自强总社 供稿）

记 2013 年项目第一次推进会
在项目中成长
在项目中成长——记
2013 年 5 月 21 日上午，杨浦、宝山、虹口、长宁、闸北、嘉定、黄浦
等工作站的站长和项目联系人来到彭浦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进行项目实
施以来的第一次推进会。
会议主持人叶雄老师简单介绍了本次会议的目标：希望通过项目数据
的展示和活动计划的讨论，帮助工作团队成员了解项目进程和实施情况，
从而有效推进项目的顺利开展。会议中，各区县工作站相互交流了项目的
实施情况。闸北工作站汪洋老师和张晓露老师分别向大家演示了“蓝莲花
——药物滥用人员家庭互助会”项目中“心手相连小组”的策划方案和 “萤
火虫同伴教育小组”活动计划，大家肯定了计划的专业性和设计者的付出
和，但也提出一些建议，热情的互动讨论使会议进入高潮。
为使项目工作人员更为明确项目工作的规范，叶雄老师就“社会工作
项目的设计与执行”进行了详细的培训，使大家初步了解了项目工作从申
3

请方案、实施计划到形成总结的整个过程，以及项目工作人员在每一个时
间节点确定所应该完成的工作。叶老师简单明了的讲述为项目工作的顺利
开展起到了有利的推进作用。
最后，大家齐唱起带有“花”字歌词的歌曲。一位位社工，一朵朵花！
相信走进项目的每一位社工，在项目雨露的滋养下，将和“同伴教育”之
花一起茁壮成长。
（上海市禁毒志愿者协会叶雄工作室供稿）

总社开展自我关怀与觉察为主题的同工互动空间活动
2013 年 5 月 22 日，总社经过精心策划和筹备在青少年活动中心 302 教
室开展了以“自我关怀与觉察”为主题的同工互动空间活动，期望通过同
工互动空间的形式，给予一线社工舒缓压力、自我认识、情绪疏导及职业
认同等心灵关怀与情感支持。
本次活动的参与者通过自强网站公开招募，总社副总干事余国荣、总
干事助理曹霞，干事傅鹂鸣和宝山社工张蔚担任本次活动四个主题的带领
者。
活动主要围绕学习如何自我认识与自我关怀和学习如何识别情绪与自
我觉察开展，首先以抽签的方式将参与活动的 30 名社工分为 5 个小组，每
个小组构成一个临时家庭。活动中，带领者设计了各类互动参与和分享讨
论的活动，使参与者通过游戏、冥想、肢体训练、量表评测等多种方法，
了解自我，觉察自我特质，通过团队的合作，更合理的展示和发现自我。
每名参与者都投入其中，配合带领者一同探究和学习，气氛热烈，高潮迭
起。
本次活动较好的尝试了在轻松的氛围中开展学习与感悟的训练，带领
者和参与活动的社工均表示有不少的收获。活动还邀请了其他机构的专业
人员担任观察员，对活动进行实时的评估和点评。总社今后将继续尝试开
展类似活动，以促进自强社工更好的感知自我，更好的服务他人。
（市自强总社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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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站动态
普陀区禁毒社工、志愿者
“6.26
”国际禁毒月启动仪式
参加
参加“
6.26”
5 月 29 日下午，2013 年普陀区“6.26”国际禁毒日集中宣传教育月启
动仪式在曹杨职业技术学校举行。市禁毒办主任王军、副区长、区公安分
局局长郑文斌等领导出席。区禁毒委成员单位分管领导、各街道、镇党（工）
委副书记、禁毒办正、副主任，禁毒示范学校负责人社区图书馆负责人、
禁毒社工、禁毒志愿者及曹杨职校师生代表等 300 余人参加了本次活动。
启动仪式上，领导们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紫藤苑居委会书记杨兆
顺，全国劳动模范、人民医院护理部副主任于井子，上海市金爱心教师、
沙田学校校长眭定忠，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禁毒社工游有明，
中学生禁毒社团负责人、北海中学学生张韫等五位普陀区禁毒宣传大使颁
发聘书。杨兆顺书记带领禁毒志愿者代表现场宣誓，时刻牢记历史教训，
以振兴中华为己任，坚持不懈地为禁毒工作而努力，为建设和谐社会做出
贡献！
出席活动的领导及嘉宾在启动仪式后，观看了禁毒宣传文艺演出。真
如镇癌症俱乐部志愿者服务队的 60 多名会员忍受着自身的病痛，真情关爱
病友，热情回报社会，奉献了快板、小品、戏曲联唱、大合唱等四个禁毒
文艺作品，他们用最朴素的语言，最深情的歌声，最真挚的情感演绎着用
生命感动生命,用灵魂感动灵魂，用真情投入禁毒志愿服务。药物滥用人员
小洁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毒魔的可怕与新生的可贵。小洁的演讲得
到了全场掌声，这掌声是对她摆脱毒魔扼喉的赞赏，更是对药物滥用人员
回归社会的鼓励与支持。曹杨职校学生小赵以禁毒志愿者的身份做了《存
在的价值》的主题演讲，号召普陀区广大青少年“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
演出结束后，各位领导与演职人员合影，并在“全民禁毒、人人有责”背
景板上签名承诺。
市禁毒办基层指导处李健处长在现场为 200 多位教育系统禁毒志愿者
就“青少年吸毒成因及相关帮教技巧”做了禁毒知识培训。
（普陀工作站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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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行区召开社区戒毒康复人员
分类评估与综合干预研究课题评审会
2013 年 5 月 17 日上午， 闵行区社区戒毒康复人员分类评估与综合干
预课题组召开了专题评审会。市禁毒办指导处处长李健、市精神卫生中心
副院长赵敏莅临指导，上海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系副教授范志海代表课
题组进行了课题研究汇报，自强闵行工作站参加评审会议。会议由区委政
法委禁毒室主任姜小华主持。
会上，范志海教授对“闵行模式”分类评估的理论依据、运作机制和
特点作了详细的介绍，对所取得的主要成效进行了回顾，并对“闵行模式”
亟待完善的几个问题提出了完善的思路与对策建议。自强闵行工作站站长
赵皆春作了补充发言，禁毒社工唐秋萍与庄晓炜分别就在开展分类评估工
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建议进行了交流发言。
2012 年，在市禁毒基金会的资助下，区禁毒办、自强闵行工作站与华
东理工大学联合组成课题组，围绕分类评估和综合干预试点工作，对全区
13 个街镇、6 类社区戒毒康复主体进行了深入调研。下阶段，区课题组将
根据市有关专家的意见和建议对课题研究报告作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为
分类评估和综合干预工作在全市推广夯实基础。
（闵行工作站 彭怡婷 供稿）

长宁工作站召开合同期满社工述职会
2013 年 4 月 27 日下午，自强长宁工作站召开合同期满社工述职会，
区禁毒办专职副主任施永良、专职干部沈子龙出席。参加此次述职的 9 名
社工均是 2007 年以前入职的老社工，大家从职业操守、工作成效、专业素
养、敬业精神等四个方面回顾各自工作以来特别是在这一个合同期内的主
要工作情况。参与述职的社工表示社工岗位是一个培养人的能力、磨练人
的意志、打造人的品质的工作，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要发挥出最大的
能量，把自己的热情与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希望在这个合同期结束后能够
续约并继续致力于这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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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主任在最后的点评中肯定了老社工在工作中发挥的带头作用和创造
的特色工作方法，希望大家继续振奋精神，加强专业和政策学习，提高能
力和工作成效，将长宁的禁毒工作推向更高的台阶。
（长宁工作站 庞晓辰 供稿）

自强虹口工作站组织开展体验式同工互动沙龙
为进一步提升全区禁毒社工的自我认知和专业价值观，2013 年 5 月 29
日下午，自强虹口工作站组织全体禁毒社工在工作站会议室举行以“自我
关怀与察觉”为主题的体验式同工互动沙龙。本次活动特别邀请总社总干
事助理曹霞担任带领工作。
这次同工活动沙龙重点采用团体互动、体验的方式，通过组织开展互
动游戏的环节，使全体禁毒社工对如何认识自我、察觉自我、关怀自我有
了一个初步的体验，并就自身的优势、弱势、目标、面对的压力等进行了
分析。在活动期间，曹助理还重点就社工专业理念、专业价值观与参与人
员进行了分享和互动。
本次互动活动历时三个小时，今后自强虹口工作站还将继续组织开展
类似活动，提升虹口区禁毒社工团队的文化建设。
（虹口工作站 供稿）

徐汇工作站一线社工自编自演小品《醒悟》
为了做好禁毒宣传创新工作，在区禁毒办、区文化局的大力支持下，
自强徐汇工作站组织一线社工紧锣密鼓地排练着一台小品《醒悟》。
该小品的题材来源于服务的个案，以青少年禁毒宣传为主题，讲述一
名高二学生与一群社会上的不良朋辈混在一起，并染上了毒瘾，最终在社
会、家庭的关爱下，浪子回头的故事。该小品是由社工自编、自导、自演
的。为了能成功的演出，参与该小品演出的社工们放弃休息，业余结对多
次彩排，以确保小品的顺利预演。
小品故事主要给青少年禁毒、防毒一个警示，也是对禁毒社会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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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警示，对青少年预防毒品犯罪的工作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有从小
就清楚了解毒品的危害，才能主动抵制毒品，杜绝毒品产生的危害。
（徐汇工作站 供稿）

新生活 新梦想
彭浦镇
“绘出心灵的彩虹
”第二期沙龙活动
——彭浦镇
彭浦镇“
绘出心灵的彩虹”
5 月 23 日下午 2 点，彭浦镇活动中心 401 教室迎来了“绘出心灵的彩
虹”第二期沙龙活动第 1 节小组活动。在轻松优美的音乐声中，来自全区
各街（镇）的戒毒康复人员及禁毒社工分别坐在内圈和外圈，共同分享康
复后的健康、自信与快乐，畅想新人生。本次活动邀请到上海洄澜心理咨
询中心的专家胡淼淼老师为沙龙成员做专业的心理点评。
分享环节中，组员们分别作了交流，组员“小英”分享了自己这段时
间帮助两名戒毒人员及其家庭如何渡过生理、心理戒毒期的经历。她以自
己一路上的心路历程作为背景，向受助者及其家庭介绍了很多方法，比如
如何控制心瘾、家人的支持和配合、参与社会活动、减少空虚感等等。她
的分享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位组员，大家都纷纷发言，回顾了自己曾经的点
滴，将活动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在主带老师的提议下，组员们订立一个有助沙龙健康成长的小组契约。
最后，心理咨询师胡老师为沙龙成员做了点评，小组活动在愉悦的氛围与
期待中结束，大家手拉手共同祈愿“未来的人生路走得好更美丽”。
（闸北工作站彭浦镇社工点 薛俊君 供稿）

“向日葵
”团队获
宝山工作站
宝山工作站“
向日葵”
——
金簸箕奖
”
“2013 国际社工日首届社工创意节
国际社工日首届社工创意节——
——金簸箕奖
金簸箕奖”
“2013 国际社工日首届社工创意节”在整整一个月中“创意•形”及“创
意•会”的顺利完成后，2013 年 5 月 3 日下午在市社会工作者协会主办了“创
意•秀”与“创意•花园”两个活动环节。宝山工作站吴淞街道社工（名：
“向
日葵”团队）有幸入围了“创意•秀”环节，在与 12 组团队激烈竞争下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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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荣获“金簸箕奖”。
主办单位邀请的评审嘉宾有上海童心斋画廊董事长、上海中青年知识
分子联谊会会员俞建文、三菱商事（上海）人才开发部长方霞红、上海电
台著名主持人海滨、以及市民政局职业社会工作处于乐峰。在“创意•秀”
活动环节，各团队纷纷上台讲述自己的活动过程，
“向日葵”团队派社工代
表丁长虹结合 ppt 的展示阐述了参加此次活动的创意内容及收获。在场外，
还设有“真人图书馆”
，创意理念是将每个团队比作一本书，若有兴趣了解
这本“书”的人士可以上前提问题，就像“翻阅”该团队活动篇章似的，
而来自自强总社的社工深受大家的青睐，不时有人询问机构的性质、服务
群体特性及服务理念等，加强了社会各界人士对专业社工的深度接触。
最后在“创意•花园” 的环节中，获奖团队特邀嘉宾一起在花圃中亲手
种下象征着明日希望的花苗，意在让“社工创意节”的种子在未来的日子
里开花结果。此次活动是上海社工的一个交流平台，通过互相交流发现有
好多社团和社工专业的学生参与到其中，并且对社工的发展前景都有自己
的看法。相信众人拾柴火焰高，来年的社工节应该会有更多的人群参与进
来。社工队伍的发展需要我们每个人的添砖加瓦。
（宝山工作站吴淞社工点 盛玮樑 供稿）

黄浦工作站进拘留所开展禁毒宣传
为了进一步加强禁毒宣传的力度，延伸提前介入及禁毒宣传的覆盖面，
5 月 30 日下午，自强黄浦工作站站长潘东海，禁毒社工耿浩、盛娉来到位
于浦东张江的黄浦区拘留所开展了一次“莫沾毒，沾毒悔”的禁毒宣传活
动。
社工耿浩为所内学员上了一堂生动的合成毒品知识普及课，就合成毒
品对本人、家庭、社会造成的巨大危害性做了重点讲解，还介绍了当前几
种主要戒毒措施。随后，播放了禁毒宣传片《与死神共舞》的片段，在场
的学员们纷纷表示毒品害人、害己、害社会，出所后要脱离毒友、拒绝和
远离毒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社工盛娉负责在场学员的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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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对此次宣传活动的效果进行评估。
拘留所领导在和禁毒社工交流中表示，今后将进一步借助专业社会组
织的力量，采用多种形式，共同努力让吸毒人员拘留结束出所后真正远离
毒品。
（黄浦工作站通讯员 耿浩 供稿）

站讨论修订今年
禁毒社工绩效考核办法
崇明工作
崇明工作站讨论修订今年
站讨论修订今年禁毒社工绩效考核办法
为确保考核内容详尽、严密、具有可操作性， 5 月 23 日，崇明工作站
组织考评小组成员及点长在城桥镇综治中心会议室，讨论并修订了 2013 年
禁毒社工绩效考核办法。
讨论会上，对五个项目、19 项考核内容作了详细的解读。2013 年绩效
考核办法中新增了服务对象评估率、无业服务对象就业困难申请率、正在
执行社区戒毒（康复）服务对象规范尿检率、管控帮教率等方面内容。与
会者认真细致研究绩效考核办法初稿，对新增考核办法内容进行了热烈讨
论，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同时对相应的不足之处进行了修改和调整。
讨论会从下午二点一直持续到四点多才结束，通过这次讨论，使 2013 年崇
明工作站社工绩效考核内容更加的完善，更具有操作性。
（ 崇明工作站 供稿）

静安工作站开展禁毒社会工作沙龙活动
5 月 20 日上午，自强静安工作站开展禁毒社会工作沙龙活动。全体社
工和各街道专职禁毒干部参加了沙龙活动。
活动由中级社工张松、周琳主持。首先，就参加总社第四次沙龙活动
中探讨的主题：
“什么是专业关系”、
“如何建立信任的专业关系”及通过沙
龙讨论后梳理的内容进行了回顾。随后，张松、周琳进行了案例的情境模
拟，让参加活动的社工分为正方和反方，针对模拟案例场景中呈现的情景
就“如何维护和发展专业关系”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在活动分享环节中，
大家分享了参加此次活动的感悟，并表示期待下一次的沙龙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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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站长江建平对沙龙活动进行了总结，希望社工通过沙龙学习如
何制定维护和发展专业关系的计划，将优势视角运用到今后的工作中，挖
掘潜能，找寻遇到的问题及应对方法，从而进一步提升禁毒社工专业意识。
（静安工作站 供稿）

‘童’享快乐，六一趣味运动会
5 月 26 日，金山工作站在 “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禁毒社工和
志愿者一起组织全区 50 对服务对象及他们的孩子在石化荟萃园开展了一次
“
‘童’享快乐，六一趣味运动会”
。
运动会共设有五个比赛项目。每组家庭需完成：摩天大楼、鸡蛋飞行
器、抬花轿、乾坤大挪移、纸飞机，最后累计总分评出名次，发放奖品。
此次活动融合了教育、趣味和亲情，以体验式互动和交流为内容，在
药物滥用人员与子女一起体验童真童趣的过程中，拓展家庭的快乐感。提
供给他们和孩子更多交流和互动的空间，促使他们建立较好的亲子关系，
使家庭关系更为和谐、融洽。同时，也能加强药物滥用者自身的素质，有
效的增进他们融入社区的能力。
（金山工作站 赵佩瑛 供稿）

成为
区残疾人联合会成员单位
青浦工作站
青浦工作站成为
成为区残疾人联合会成员单位
近日，在青浦区禁毒办领导的协调下，自强青浦工作站成为青浦区残
疾人联合会成员单位。为实现政府构建和谐社会，共建绿色青浦家园，弘
扬中华民族优良美德，推进双方的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
《戒毒条例》和《残疾人保障法》的精神，坚持以人为本、科学戒毒、综
合矫治、关怀救助的戒毒工作原则，双方经友好协商，达成以下意向：区
残联为青浦区登记在册并持残疾证的戒毒康复人员提供人文关怀，并提供
适当的经济和物质帮助，帮助戒毒康复人员拒绝毒品，不断巩固戒毒成效
鼓励身有残疾的戒毒人员自尊、自信、自立、自强；促进他们更好地融入
社会，参与社会生活。区残联还将为自强青浦工作站的社会工作者培训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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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工作专业知识及残疾人服务工作。
自强青浦工作站与区残疾人联合会成员单位的建立，增强了青浦区登
记在册并持残疾证的戒毒人员的戒毒康复信心，也为更好地推动青浦禁毒
工作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青浦工作站通讯员 孙伟华 供稿）

◎社工手记
秉承专业精神，高效、规范、快乐工作
参加第四次禁毒社会沙龙有感
——
——参加第四次禁毒社会沙龙有感
4 月 17 日一早，我怀着期待的心情风尘仆仆赶到会议现场。对于我来
说，每次参加总社的活动既是一次学习的机会又是一次老友相聚的好时机。
这次的沙龙主题是“如何维护和发展专业关系”。对于我们一线社工来
说，设置这样的主题讨论能给我们的工作注入力量，让我们更专业，更规
范的工作。整个活动思想上的碰撞很多，尤其是专家老师的点评更为精彩。
在笔记上，我用红笔勾画出了这几句话。
1、在专业关系中，社工提供的服务要有理论的依据和支撑。（赵芳老
师语）
细细体会这句话，我发现原来我在平时开展的个案工作中往往会忽略
社会工作中的理论体系，只是一股脑的想办法琢磨怎么做，所以常常会产
生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尴尬情绪。其实社会工作的很多理论都为我们开展个
案工作提供了方法和技术，掌握和实践这些理论需要一定的时间，或许在
这个过程中有运用和理解的难度，但是相信只要有正确的意识加上专业的
态度就会有较好的结果。
2、所有的人都有学习的能力。
（赵芳老师语）
引出这句话的是一个案例：一名以靠卖淫为生的服务对象，她没有任
何的技能，也没有能力从事其他工作，社工觉得无法提供服务。这时赵老
师就提出了上述的观点，此话一出，又给了我很大的触动。是啊，每个人
天生就具备学习的能力，我们不能把眼光停留在当下，此时此刻，作为社
工的我们应该给她学习的机会，鼓励她通过学习来改变自己，学习重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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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能力。
3、在专业关系过程中，社工的利益需要保护，以对象的合理需求为
本。
（张昱老师语）
张老师以人为本的治学态度很让人敬佩，他善意的提醒我们在工作中
要注意自我保护。在专业关系中社工的投入是大于对象的，但也要有个度，
不能处处以对象的需求为准，而是在工作职责范围内以对象的合理需求为
本，所以我们对于一些对象的不合理要求，如在非工作时间可以不提供服
务等。
专业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只有提倡专业才能规范、高效的开展工作。
快乐是我们的工作态度，有自信有好的心情是社工能把希望传递给对
象的抓手。
（嘉定工作站工业区社工点 屠佳秋 供稿）

◎个案故事
社会的温暖
就业，一直是社会关注的问题。尤其是我们的服务对象，在很多岗位上
遭到了政审的限制。今年政府在服务对象就业问题上加大了关注力度，不
但延续了就业补贴政策的扶持，还推出就业困难人员的认定和相关补贴政
策。
近期，社工在查找服务对象就业信息时发现了一个正在就业也符合申
请就业补贴的服务对象小雨。他年纪轻，仅有一次吸冰毒被拘留的记录，
他与家属对于过往的吸毒经历有较强的抵触情绪，反感有人提起。为此服
务对象还特意在其他街道购买了房屋，平时不在小区内出现，面对这种情
况，过往社工只能对服务对象进行外围关注。
此次借由申请就业补贴的情况，社工请居委干部转告了小雨的家属，
政府此项扶持政策，是希望可以请其能及时了解办理。没想到才与居委干
部联系不久，小雨的母亲就来到了社工点咨询。社工通过与小雨母亲的沟
通，了解到此前之所以有抵触情绪是因为小雨的母亲担任了十几年的楼组
长，与居委小区住户都非常熟悉，担心有人上门后被周围人知道。而且小
13

雨之所以会吸毒也是因为太相信朋友，本人已经非常后悔，每次提到这件
事情都会心情不好伤心难过，作为家属也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一直生活在压
抑的情绪中。这次来找社工，是因为熟识的居委干部转告了相关政策，感
到社会并没有放弃她儿子小雨这类犯过错误的人，说明还是在关心的。小
雨母亲想详细了解情况后告知儿子，希望他也能够从此次犯错中走出来，
重新面对世人的眼光。
为让服务对象感受更多的社会温暖，社工积极陪同、协助他办理了就
业补贴，并在日常访谈中让小雨加深了对毒品的认知和吸毒带来的危害。
小雨对社工能够及时告知相关政策表示感谢，也对社会还能够关心他这样
犯过错误的人感到温暖，对自己的未来更加充满了信心。
（宝山工作站张庙社工点 陈莹 供稿）

◎专业交流
面对戒毒人员的再次吸毒须对症下药
在《戒瘾社会工作》这本书中提出：在 Marlatt 和 Gordon 模式中“偶
吸”这一行为强调了“倒退”或者说“不慎坠落”
，而复吸则潜在地意味着
由吸食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两者的治疗方式和结果是截然不同的。
有一天，一名戒断毒瘾三年未复吸的服务对象小敏急匆匆地来到社工
点，急于请求社工帮他申请美沙酮治疗，
“难道他复吸了？”当时，这个疑
问萦绕着社工。社工问：
“怎么回事，你慢慢地说给我听。
”小敏说：
“春节
的时候碰到一帮老朋友，和他们去宾馆开了房间，他们拿出了冰毒说尝尝，
在盛情之下我和他们一起‘溜’冰，不过我不喜欢那个感觉，之后我就用
了海洛因，现在我很后悔，感觉又要一头栽下去了，所以就想到了你。
”
社工详细问了小敏吸毒的次数、生理反应及心理反应后，了解到小敏
在朋友诱惑的情景下吸毒了一次，还未达到成瘾的状态，小敏此次吸毒行
为在《戒瘾社会工作》书中被定义为“偶吸”，并提出“偶吸”的发生并不
会必然导致再次成瘾。而服务对象提议申请的“美沙酮治疗”在戒毒的基
础上强调的是“替代维持”治疗，针对心瘾严重甚至生理脱毒未果的戒毒
人员可用美沙酮替代法科学的维持戒毒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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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社工向小敏分析了其此次吸毒的行为，及“美沙酮治疗”的适
用人群后，小敏恍然大悟，原来美沙酮治疗并非其预期想象的仅戒毒那样
简单。
“可我这几天有点犯瘾，吃了些小药丸也感觉没用”小敏困惑地看着
社工。
社工建议小敏去专业的戒毒门诊进行治疗，完成生理脱毒。小敏采纳
了社工的意见，当即就去了位于闵行的戒毒门诊进行咨询和治疗。一周后，
小敏高兴地来到社工点，要求社工带其去尿检，小敏的尿检结果呈阴性。
原来小敏在戒毒医生的指导下，配了戒毒药在家中完成了生理脱毒，一共
花费了 1600 元。小敏还告诉社工庆幸没有去美沙酮门诊，不然可能就要一
直服用美沙酮，这样对于他的生活会造成不便。
但针对小敏在高危情境下发生吸毒的行为，社工与其开展了预防复吸
的个案辅导，现在每周社工与其见面 2 次进行个案访谈，协助其维持好戒
毒的成果。小敏从第一次来社工点表现出来的焦虑、惶恐，自我效能感降
低到一周以后见到尿检结果的高兴和自我效能感的提高，这些变化也让小
敏深有感悟。如果当初小敏是“复吸”，那“美沙酮治疗”可能是推荐之一，
但也不是唯一，面对已戒断毒瘾人员的再次吸毒，社工须开展专业评估，
对症下药，才能给出较好的解决方案。同时，对于戒断毒瘾三年以上的服
务对象，防复吸训练可以继续强化，除了个案工作方法外，还能通过小组
工作方法，提升他们的预防复吸的能力，巩固戒毒成果，摆脱“一朝吸毒，
终身戒毒”的魔咒。
（宝山工作站庙行社工点 陈爱玲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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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76

黄浦

30

18

2

3

5

58

静安

9

5

3

1

208

30

2

崇明

29

17

4

1

3

324

47

2

金山

27

17

3

2

2

0

37

0

嘉定

36

9

5

2

3

10

49

青浦

50

27

13

0

5

27

133

闵行

40

20

10

6

3

快讯

社工
园地

同伴之窗
及禁毒志
愿者

自强
动态

37

17

10

4

闸北

40

21

14

宝山

47

22

虹口

36

长宁

0
0

6

109

报：市综治办、市禁毒办、市社团管理局
送：市爱心帮教基金会、市社工协会、市志愿者协会、市社会帮教志愿者
协会、市心理咨询行业协会、市劳教局及所属各所、市公安局强制隔离戒
毒所、各区县禁毒办、市新航社区服务总站、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
上海中致社区服务社、奉贤区思齐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上海茸城社区平安
服务社、自强董事会成员
自强网发：自强各工作站至社工点
本期编辑：陈 慧

校对：陈志超

审核：余国荣 签发：厉济民 （共印 7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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