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戒毒者如何“重新做人”？
——基于对 2400 名吸毒人员的调查分析
王锐园
（吉林大学 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 通过对全国 2400 名青年戒毒人员再社会化的调查以及对其中 12

名受访者的个案追踪，发现青年戒毒者在再社会化过程中面临社会排斥、归
属被剥夺、就业支持不足、管控方式不完善等问题。基于此，需立足我国国
情，更新对吸毒者属性的认识，鼓励其就业与创业；
禁毒工作者在禁毒执法与
服务过程中需要进一步加强规范化与人性化，
协调毒品预防与戒毒康复工作
的关系，
构建青年戒毒者再社会化支持体系，提升我国禁毒工作整体水平。
【关键词】 青年戒毒者 再社会化 戒毒康复 就业支持

一、问题提出
近年来，我国社会各界对青年吸毒问题治理的严峻性和重要性达成共识，国家开展了青少
年毒品预防教育“6·27”工程、全国青少年禁毒知识竞赛等活动。在禁毒实际工作、业绩考核标
准和学术理论研究中，更多的目光和重心投注在青年吸毒群体戒毒前的阶段。研究主要围绕
青年群体吸毒原因、吸毒危害、戒毒措施适用等方面，试图回答“为何青年人会沾染毒品”
“青年
群体应掌握哪些毒品知识”
“怎样戒毒”等问题，多数属于原因分析式研究，且属静态研究。而
对青年吸毒者在吸毒之后，特别是被采取戒毒措施回到现实生活后的真实状态与境遇，缺乏充
分且持续的关注与探讨。一些外界看似正常却又极大影响青年戒毒者再社会化的因素未能被
全面梳理，导致部分青年吸毒者在戒毒结束后，逐渐被边缘化，成为缺乏关心的困难群体，或无
所事事，或备受歧视，或又开始复吸，有些人甚至再次走上违法犯罪道路。
再社会化是社会学、心理学、犯罪学等多学科共同研究的课题，其产生的直接动因是民主
和人道主义的发展。20 世纪 50 年代，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际社会更加注重对个人权
利的尊重和保护，在欧美国家开展了重返社会或再社会化运动［1］，大力推动了再社会化理念
的发展。中外学者对于再社会化的理解存在差异。斯梅尔塞（Smelser）从原因层面界定，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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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社会化是因学习不完全或环境不适应而重新学习价值、角色和行为方式；彭怀恩从效果层
面认为，再社会化导致与先前社会化过程不一致的新价值观和行为。发生再社会化的原因可
归结于反社会化、社会变迁、知识技能更新以及生活方式突变等 4 种因素［2］。再社会化实现途
径方面，教育、培训、就业以及心理建设等相关理念和措施被不断提及，整体而言，更加强调教
［4］
育的重要性［3］ ，进而强调重新“获得角色”
及形成关爱氛围，促成情感重建［5］，减少社会对越
轨者的侮辱和歧视［6］。同时，完成再社会化需要实现社会化目标、机制及过程的创新［7］，建立
［8］
相关制度体系，弥合困难群体与社会之间的“断裂”
。
［9］
再社会化具有正确性、必要性和可行性 。再社会化效果受家庭、社会环境及其自我心理
认知等因素的影响［10］。实践中制约再社会化效果的因素依然存在：一方面，在家庭、社区、就
业、公共政策等方面，缺乏再社会化的环境支持［11］；另一方面，在生理、安全、情感归属、尊重和
自我实现等方面未能充分保障相关行为人的正当需求［12］。对青年吸毒人员而言，在其戒毒之
后，需要实现多维度的转变，包括价值观、行为模式、知识技能、生活方式等。戒毒人员只有完
成了再社会化过程，才能顺利地回归社会［13］。
青年戒毒者再社会化是一个涉及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不断调适的动态过程。这
个过程中需要关注并解决“青年吸毒者戒毒后经历了什么”
“青年吸毒群体如何‘重新做人’”等
关键问题，这也正是本文研究的问题，即如何针对青年吸毒者开展有效帮扶，科学实现青年吸
毒群体的再社会化过程，使其真正回归社会。

二、研究设计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全国 9 个省（市）共 2400 名吸毒人员，年龄均在 18－35 岁之间（年龄计算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均被采取过社区戒毒社区康复或强制隔离戒毒措施。2400 人均为吸
毒人员动态管控库登记人员。问卷调查工作由市级公安部门协调，由乡镇、街道禁毒专干和禁
毒社工组织当场发放问卷并现场回收，
共回收问卷 2400 份。
2400 名受访对象中，男性共 2011 人、女性 389 人，分别占比 84%和 16%；学历层次方面，初中
及以下学历为 1418 人，占比 59%；高中学历为 893 人，占比 37%；大专及以上学历为 89 人。就业
方面，无业人员居多，为 1342 人，占比近 56%；已就业（有相对稳定收入）人员为 1058 人；婚姻状
况方面，未婚与离异的分别为 1377 人与 734 人，二者总人数占全部人员的 88%；已婚人员只有
289 人，仅占全部受访人员的 12%。
为了进一步验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从 2400 人中选取 12 名具有代表性的人员进行个
案交流，交流中不再用线下访谈方式，通过添加微信好友，进行一段时间的跟踪调查，通过
记录、分析朋友圈照片、文字等内容，对 12 名人员的再社会化境况进行画像，通过微信聊
天确认关键问题，重点围绕他们吸毒或戒毒后的生活境遇展开调查，与问卷数据相互补
充，发挥验证作用。
表1

12 名吸毒青年信息

姓名

年龄

性别

学历

地域

户口类型

婚姻状况

从事行业

是否在本地

青A

21

男

初中

辽宁

农村

未婚

无

是

2 千以下

青B

24

男

高中

广东

城镇

已婚

服务员

否

2 千－5 千

青C

28

男

初中

山西

农村

离异

快递

否

5 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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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

续表
姓名

年龄

性别

学历

地域

户口类型

婚姻状况

从事行业

是否在本地

收入

青D

29

女

大专

江苏

农村

已婚

服务员

是

2 千－5 千

青E

30

男

初中

辽宁

农村

离异

务农

否

2 千以下

青F

31

男

初中

湖北

农村

已婚

务农

否

2 千以下

青G

28

女

初中

四川

农村

离异

务农

否

2 千以下

青H

24

男

大专

福建

农村

已婚

手机修理

否

2 千－5 千

青I

26

女

初中

重庆

城镇

离异

个体商店

否

2 千－5 千

青J

25

男

初中

云南

农村

离异

建筑工

否

2 千以下

青K

34

男

本科

广东

城镇

离异

微商

否

5 千以上

青L

22

男

高中

云南

农村

已婚

汽车修理

否

2 千－5 千

注：调查时间段为 2020 年 9 月 15 日至 11 月 15 日。

三、研究发现
（一）青年戒毒者“标签化”现象普遍
研究发现，对于诸多青年戒毒者而言，即使其自身希望抹去吸毒记忆，重新回归正常生活，
但周围对其仍会不时出现“提醒”信息，提示其是一名吸毒者，使之时常遭受来自家人、邻居、朋
友的歧视与偏见。许多吸毒人员被贴上“这辈子完了”
“ 这个人废了”等负面标签。调查问卷
“吸毒后有何影响”一题中（多选），2400 份问卷中有 1745 份选择了吸毒后社会评价明显降低，难
以被人信任，周围人普遍觉得毒瘾不可能戒掉，吸毒人员不可能改过自新；有 1467 份选择了吸
毒后家庭关系受到影响，占比 61%。问卷显示，吸毒之后家庭关系疏远，与家人沟通变少，即使
戒毒成功之后也难以改善。
标签效应或偏见带来的直接影响是吸毒人员的归属感被剥夺，家庭关系作为最为基础的
归属保障受到较大的冲击。2400 名受访者家庭关系普遍不理想，戒毒后能够与家庭实现良好
沟通的仅占 15%，为 354 人；偶尔沟通的占 19%，为 449 人。而经常争吵的占 36%，为 863 人;有
30%即 734 人选择了“互不理睬”，吸毒后家人与其或其主动与家人断绝关系。12 名青年均反映
因吸毒行为受过“冷眼”，无论做什么都不被信任，很难融入正常家庭氛围。以青 D 为例，其作为
一名女性吸毒人员，强制隔离戒毒后生活彻底发生了变化，婚姻关系岌岌可危，亲戚朋友也几
乎与其断绝联系，该吸毒人员表示真心愿意改过自新，但周围人并不相信，这种充满怀疑和偏
见的环境，使其备受折磨。
（二）青年戒毒者在再社会化过程中缺乏心理帮扶
通过受访者问卷以及对 12 名青年的跟踪调查发现，在其再社会化过程中，几乎没有专业、
有效的心理帮扶工作介入。有部分青年接受过心理咨询和治疗，但效果并不理想，更多是“走
个过场”
，对于戒毒者而言因其干预不足，导致效果不理想。
受访的 2400 名吸毒者中，期望接受来自专业医生心理干预的人数为 1336 人，占比 56%；希
望接受其他群体干预的分别是：社工（704 人，占比 29%）、家人（296 人，占比 12%）、朋友（42 人，
占比 2%）和警察（22 人，占比 1%）。但实际上，在社区戒毒期间，一般只有禁毒社工担任“心理
咨询师”的角色，对社区戒毒人员进行谈话、谈心；社区康复过程中一般不再安排心理干预工
作。在一定意义上，青年戒毒者回归社会过程中所面临的一系列心理问题多数靠“自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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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有 1034 名受访者表示，所接受的心理咨询专业性不强、效果不大甚至会引起自己的
反感；664 人反映禁毒社工谈话谈心内容多为格式化模板内容，单调且意义不大。此外还反映
出受访者对心理咨询机构或医疗机构的信任程度不高。例如，青 K 就将开展心理咨询的工作视
为“日常聊天”
，并认为相关心理咨询人员“还没有自己经验丰富”
。
（三）青年戒毒者在再社会化过程中缺乏必要的知识技能
第一，青年戒毒者就业技能普遍不高。2400 名受访者中，已实现就业的有 1058 人，这些人
的就业行业主要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相对而言门槛较低、以体力劳动为主，工作强度较大、收
入较低。排名前五的工作类型分别为服务员（312 人）、保安（264 人）、工厂工人（241 人）、厨师
（131 人）、快递员（73 人）。在 12 名青年中，有一半以上的人员都经历过无业、待业的时期。在找
工作过程中因为学历、工作经验、违法记录等问题四处碰壁。整体而言，吸毒者工作能力较差，
缺少较为稳定、理想的工作岗位。
第二，知识技能培训与就业需求不匹配。虽然青年戒毒人员就业的重要性被不断强调，但
落实上仍存在形式化、口号化等问题。一些强制隔离戒毒所开展的知识技能培训，一些社区进
行的就业指导，一般均为“一刀切”培训模式，并未根据戒毒人员自身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而
且，知识技能培训与就业需求常常不匹配。对青 B 的跟踪调查显示，其接受过糕点制作、保安等
技能培训，但这些培训都是“蜻蜓点水式”，只听讲解根本无法掌握相关技能。青 B 解除强制隔
离戒毒措施后，从事服务员工作，之前的培训均无用处。
调查还发现，许多青年吸毒者戒毒后从未接受过就业技能培训。2400 名受访者中，未接受
过就业培训的有 1732 人，占全部受访者的 72%；接受过培训的有 668 名，且普遍反映作用不大。
在上述选取的 12 人中，只有 3 人接受过培训，其余人员均未接受过较为系统、专业的培训。
（四）青年戒毒者在再社会化过程中受到管控方式的负面影响
从受访者问卷及对 12 名青年吸毒人员的跟踪调查情况来看，现实中对于青年戒毒者，服务
工作往往让位于管控工作，现行管控方式的负面效应已经显现。
第一，动态管控系统的影响。根据《戒毒条例》规定，对戒断 3 年未复吸的人员，不再实行
动态管控。但现实情况是，吸毒人员动态管控系统并不“动态”。有些戒毒者戒毒成功 3 年
后，其信息仍在系统之中，使用身份证时依然会触发“报警”，对其正常的生活工作造成重大影
响。2400 名受访者中，有 69%的人（1659 人）将动态管控视为影响其再社会化的最大因素。笔
者所选取的 12 名青年戒毒者均指出，动态管控系统影响了自己的正常生活，造成较大的心理
阴影。一些人本来已经融入正常生活，但因为动态管控使其吸毒经历被同事、邻居发现，招致
被排斥、被歧视。例如，青 G 第一次接触毒品就被查获，信息被录入系统，有一次和老公外出
旅游时被警察叫走，此次触发“报警”也成为她离婚的导火索，对其个人和家庭都造成了严重
影响；青 E 亦是如此，本已经回归正常生活并顺利就业，因为一次与同事出差住宿时被警察带
走进行尿检，其有吸毒经历的消息随即被公开，青 E 被迫辞职并长时间无法顺利就业，他这样
抱怨：
“ 我只是吸毒，又不是强奸杀人，吸毒不是犯罪，却要一辈子被监管。”现实来看，动态管
控管理的负面效果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反思。
第二，执法方式的影响。为严防吸毒人员肇事肇祸，在重大事件安保过程中，涉毒人员往
往被要求配合毛发样本采集工作。由于协调问题，各级政府往往根据自身需求开展工作，部分
涉毒人员一年内被采集 4 次以上毛发样本，对此反对意见较为强烈。上述 12 名青年吸毒人员
中，有 5 人在一年之内被采集毛发 3 次以上。此外，部分地区执法人员在进行样本采集过程中不
注意方式方法，例如，针对吸毒人员特别是已经戒毒多年的人员开展样本检测时，样本采集人
员着警服或开警车，引起大量群众围观，给当事人造成难以挽回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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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结论与对策
（一）研究结论
青年戒毒者再社会化过程中面临来自社会、家庭以及个人等多重制约因素。青年戒毒人员
在回归社会的过程中不同程度地经历或者感知到污名与歧视［14］。由于缺乏信任和自我认同，
阻
碍了青年戒毒人员的身份塑造与角色转变；
执法方式与动态管控
“只进不出”
的负面效应又影响了
青年戒毒人员回归社会的信心和动力；
戒毒人员个人就业技能普遍不足，
直接影响其就业能力和就
业水平，
政府就业培训内容和帮扶力度均在一定程度上未满足现实需求，
导致其长期处于无业状
态；
受观念、
经济收入等影响，
青年戒毒人员家庭关系的稳固性大大降低，
归属被剥夺感受明显。
在个体、家庭和社会的多重作用下，青年戒毒人员再社会化过程中滋生了诸多心理问题。
受主体及专业性的影响，其心理问题缺乏有效的排解渠道，来自外界的心理干预也未能满足其
真实需求。由此可见，青年戒毒人员的再社会化注定是个缓慢且困难的过程，需要以需求为导
向，以青年戒毒者为主体，在家庭、社会、政策以及法律等层面形成较为科学、有效的支持体系，
并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进行调整与重构。
（二）对策建议
1. 要一定程度上将吸毒人员作为病人看待
基于现实中的偏见与歧视现象，
重塑吸毒人员身份属性尤为重要，
特别是要明确吸毒人员病
人的身份属性，
并将病人作为吸毒人员的首要属性，
从根本上扭转社会公众对吸毒人员的认识。
强调吸毒人员病人属性，首先能够减轻青年戒毒者心理负担，为其再社会化提供较强的心理支
撑。当其彻底戒除毒瘾，
意味着病症已根除，
疾病已治愈，
无须长时间或一辈子被贴上
“吸毒者”
的
标签；
其次，
病人的身份属性能够转变社会公众对吸毒者仇恨、
排斥、
恐惧的心理。吸毒人员是社会
中的一类特殊群体，
是药物依赖性脑疾病的患者，
社会给予的应是治疗和帮助而不是惩罚［15］；
再次，
强调吸毒者病人身份能够缓和禁毒工作中的冲突，
为人性化执法、
精准性康复服务提供正确导向；
最后，
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点，吸毒者病人身份的强调能够倒逼戒毒工作中医疗资源投放的力度，
以此加强对戒毒者的科学戒治，萎缩吸毒人员规模，有效解决毒品问题。
2. 加强对青年戒毒人员的心理干预
在西方许多国家，针对吸毒成瘾青少年都有较为可取的心理治疗和服务模式［16］。就我国
现实情况而言，要从心理服务的理念、主体、内容、方式、费用等多个方面统筹推进。在工作理
念方面，要树立“评估—疏导—跟踪”的服务理念，确保心理干预工作的精准性；在主体方面，要
进一步确立医生和社工为主体的心理干预模式，通过案例指导、循证研究等工作强化心理干预
的专业程度，如加强对戒毒医疗机构医师和禁毒社工的心理学专业知识培训，提高心理辅导技
能在晋升、奖励等方面的比重，以实现对心理干预工作的有力引导；在方式方法上，应实现线上
线下联通的服务模式，实现心理干预的即时性；在费用方面，要通过国家政策和地方补助予以
倾斜，发挥心理学专业在校学生、社会公益组织的作用，实现心理服务的“平民化”，使心理服务
工作真正落地并切实发挥作用。
3. 以需求为导向提升青年戒毒者就业技能
首先要改变就业培训过程中的形式主义做法。一方面要加强对青年戒毒者的专业培训，
包括就业技能、社会交往能力等，切莫将培训当作应景之举或应对考核之策；另一方面要提升
培训的质量，针对需求实现精准式就业培训。改变“一刀切”
“大锅饭”式的就业培训模式，实现
以戒毒者需求、市场需求为导向的精准培训方式。其次要注重培养青年戒毒者的新型就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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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鼓励电商、微商等新型就业方式，为吸毒人员提供较为稳定的工作环境；此外，政府要进一
步加强吸毒人员自主创业扶持力度，为其自主择业提供一定的政策支持、制度优惠和社会氛围
支持，多渠道拓宽吸毒人员就业途径。
4. 完善对青年戒毒人员的管控方式
一方面要实现真正的动态管理。相关部门要敢于对符合条件的戒毒成功人员解除管控，
向所有戒毒人员传递积极信号，给其带来“重生”希望。这对于青年戒毒人员回归社会尤为重
要。另一方面要探索未成年吸毒记录封存制度。许多青年在未成年阶段沾染毒品，其成年后
仍然长时期受吸毒记录影响。针对此类群体，要积极探索未成年人吸毒记录封存制度，即对于
未成年人的吸毒记录由指定部门予以封存，未经特定程序和许可，不允许任何单位和个人查
询、公布，以加强对青年戒毒者的全过程支持，使其实现彻底的再社会化。
5. 协调毒品预防工作与戒毒康复工作关系
一方面要推进毒品预防向药物滥用预防转型，改变现有的只关注毒品种类、毒品危害方面
的预防策略，实现以价值观塑造、生活方式改变、社会技能提升为核心的预防教育模式，树立全
方位、全过程预防观，运用互动式、体验式教育方式，从源头出发遏制青少年吸毒；另一方面要
加强戒毒康复工作的精准性与科学性。在戒毒过程中要转变“重生理轻心理”的工作倾向，加
强心理与社会功能的重建；帮扶工作要杜绝“一刀切”的工作惯性，从戒毒人员个性需求出发，
结合家庭环境、个人能力、戒治效果等多重因素实现精准帮扶。此外，要积极探索新型戒毒方
法，加强戒毒领域的科学研究，不断提升戒治效果，降低复吸率，同时，要协调戒毒康复工作与
毒品预防工作，使之在禁毒实践中相互配合、相互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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