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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毒是一种严重的问题行为，戒毒是一个世界

性难题。对吸戒毒问题的研究，国内外学者多从生

物、心理和社会三个层面，探讨毒品使用的原因、毒

品成瘾的机制与治疗方法，认为毒品成瘾受遗传与

环境的双重影响，要从生物、心理、社会三个层面进

行吸毒预防与治疗 [1]。前人的研究为理解吸毒问

题、思考戒毒的方法等提供了不少参考和启示。但

是，对于吸毒者而言，其吸毒前的存在方式与其走上

吸毒之路有着怎样的关联；吸毒之后，吸毒成为新

的、问题的存在方式，如何促进吸毒者从问题的存在

方式过渡到健康的存在方式？并且，对于上述问题，

吸毒者自己是怎样认识和理解的？以往研究多

是一种结果导向的分析和解释，得出的结论大多存

在一定的“社会共识”。如关于吸毒的原因，大多数

的研究得出，吸毒者因好奇无知、追求刺激、家庭教

育缺失、毒品亚文化的侵蚀等因素的影响而沾染毒

品 [2，3]。较少有研究从吸毒者的角度出发，从纵向

（成长与发展）和横向（社会关系、生存状态、内心想

法）去深入理解吸毒的原因，去思考戒毒的方法。本

研究拟采取深度访谈的方式，深入到吸毒者的内心，

“站在他们的世界来看他们”，了解他们从不吸毒到

吸毒、从吸毒到戒毒的心路历程，重点从其生活状

态、生存方式、心理体验中探讨吸毒行为发生的深层

原因和实现成功戒毒的关键因素，希望能为今后的

毒品预防和治疗提供某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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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研究吸毒者从不吸毒到吸毒、从吸毒到戒毒的心理过程，重点探讨“为什么吸毒”和“如何戒毒”两个

问题。方法：选取某强戒所16名戒毒学员进行深度访谈，运用扎根理论的方法对访谈结果进行分析。结果：①吸毒

者受教育情况、工作情况、社会交往等不容乐观，且吸毒行为往往只是其众多问题行为中的一种，在吸毒之前，吸毒

者已然存在其他的问题行为；②吸毒给吸毒者造成严重的影响和痛苦，吸毒者被迫或主动戒毒，但都以失败结束。

心瘾是阻碍戒毒的关键因素。结论：①导致一个人走上吸毒之路的原因，不仅是当前环境的因素，以及对毒品的好

奇、无知等浅层次的心理因素，吸毒行为背后有更深层的原因；②戒毒的心理矫治中，吸毒者的认知转变、内隐认知

的转变是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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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研究对象为湖南省某强制隔离戒毒所的学员。

为获得对研究对象深入细致的内在经验的理解，采

用非概率抽样中的“目的性抽样”，即按照研究的目

的抽取能够为研究问题提供最大量信息的研究对

象。根据这一要求，被访谈者均为意识清晰、思维正

常者，且自愿参加研究。访谈开始前，研究者（两人，

一人为精神病学背景，一人为心理学背景）跟被访者

进行简单的沟通，确认其精神健康状况，同时告知自

愿、保密等原则，在被访者知情同意后才开始访谈。

最终，共抽取并访谈16名戒毒学员，均为男性，年龄

最小的16岁，最大的43岁，平均年龄33岁。访谈对

象的具体情况见表1。
表1 访谈对象基本信息表

注：毒品类型为吸毒者此次进强戒所前主要使用的毒品名称。

1.2 方法

1.2.1 访谈方式 采用半结构化的访谈方式，通过

开放式的问题来了解研究对象从吸毒到戒毒的心理

历程。访谈问题举例如下：第一次吸毒是什么时

候？你是如何走上吸毒这条路的？等等。

1.2.2 资料获取与分析 访谈在强戒所的心理咨

询室中进行。访谈之前，告知访谈对象此次访谈的

目的、方式、主要内容，与之签订知情同意书和录音

知情同意书，征得同意后录音；告知访谈对象可随时

要求停止录音和访谈。

访谈结束后，将录音资料逐字转录成文字，对访

谈对象依序进行编号。采用扎根理论的逐级编码方

式，对访谈资料进行整理和归纳，具体步骤如下：第

一步，开放式编码，对所有访谈资料进行整理，反复

阅读，熟悉内容的深度与广度，在初步分析的基础上

确立了受教育情况、工作情况、社会关系、行为表现、

第一次吸毒、戒毒过程、复吸、戒毒动机、戒毒方法等

9个开放式编码；第二步，关联式编码，通过寻找关

系，发掘联系，进一步将9个开放式编码综合为3个
主轴式编码（吸毒前、第一次吸毒、吸毒后），并将这

些编码进行细化；第三步，分析结果。

2 结 果

2.1 吸毒前

受教育情况。被访对象的受教育程度较低，学

历最高的中专，最低的仅小学二年级，平均受教育年

限 7年。3人小学学历，5人初中学历，2人中专学

历，1人高一时辍学，5人在小学或初中时辍学，辍学

原因有自动退学、打架开除等。

工作情况。吸毒前有工作的8人，其中，做生意

的 2人，有固定工作的 2人，3人打工，1人务农。无

工作8名学员中，除1人是吸毒前半年失业外，其余

均“在社会上混”。

社会关系。1人很小（9岁左右，现35岁）便独自

在外闯荡，与家人少有联系；1人（现16岁）13岁时被

骗加入黑社会，很少回家；4人在上学期间认识了社

会上的混混；其余 10人均有正常的社交圈子，即交

往的人以遵纪守法者为主。

行为表现。访谈发现，对于吸毒者而言，吸毒只

是其众多不良行为中的一种；在吸毒前，已存在其他

“异常”行为，如：逃学、辍学（8，其中逃学的2人），赌

博（2人），经常性聚众打架（4人），1人结婚之后一直

待业在家，家庭收入来源为老婆做生意所得和父亲

的工资，其为家庭承担的其他责任也很少。

2.2 第一次吸毒

第一次吸毒的平均年龄为 20岁，最小的11岁，

最大的39岁。地点都是“在朋友那里”，大多数学员

第一次（看到）就“吸上了”，个别过了一段时间后才

开始尝试。

吸毒原因。学员自述主要有以下方面：①主观

原因，好奇、无知；认为时尚、好玩；遭遇了挫折，心情

不好等。②客观原因：朋友中有吸毒的，受朋友影

响。

导致你吸毒的原因还有哪些？多数学员回答

“不知道”。但其中一名学员（编号 I）的回答让我们

意外，他第一次吸毒是在离婚之后。当问到如果没

有其他客观因素，如离婚，你会不会吸毒？他回答说

也会，原因是精神空虚及之前被父母宠坏了。

2.3 吸毒后

工作情况。4名学员在此次入戒毒所前 3个月

有工作，其余均为无业。无工作的学员，其收入来

源，5人主要靠父母亲朋提供，7人通过不当手段，如

偷、抢、骗等获得。3名学员自述在没有毒资的情况

下，会停止吸毒，而不是通过违法手段来满足毒瘾。

编号

A
B
C
D
E
F
G
H

年龄

36岁
27岁
39岁
31岁
35岁
40岁
16岁
24岁

入所时间

6月
3月
7月
7月

13月
16月
5月
1月

毒品类型

冰毒

冰毒

海洛因

海洛因

海洛因、冰毒

海洛因

冰毒

海洛因、K粉等

编号

I
J
K
L
M
N
O
P

年龄

43岁
39岁
31岁
36岁
41岁
24岁
41岁
35岁

入所时间

11月
21月
16月
1月

15月
13月
16月
16月

毒品类型

冰毒

1+1
冰毒

冰毒

冰毒

冰毒、麻古

海洛因

海洛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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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吸毒严重影响其社会关系，90%以

上学员自述吸毒之后人际圈子越来越小，交往的主

要是家人和吸毒的朋友，原来的朋友都疏远了。疏

远的原因，有自己主动远离，“不敢跟他们来往，怕看

不起”，“原来跟我差不多的或比我差的，现在都混得

比我好”；也有他人的原因。婚姻家庭方面，因为吸

毒，“很多亲戚没有来往了”。全部学员中，1人未成

年，其余均已成年，其婚姻情况如下：1人已婚，6人
离异（其中5人在吸毒后离婚），8人未婚。

戒毒。16人中，1人为首次戒毒，因毒瘾发作被

家人送到公安戒毒所，其余学员均有多次戒毒经

历。首次戒毒的原因和方式，1人被家人送去戒毒

医院参加自愿戒毒，1人因为被抓而被迫戒毒，其余

均为自行戒毒，如自己去诊所买戒毒药服用，或将自

己隔离起来，换一个生活环境。促使其戒毒的原因

有：①主观原因，如担心吸毒影响身体，觉得对不起

家人，怕上瘾等；②客观原因，如毒贩被抓断了毒品

来源，没有毒资，家庭因素，如妈妈生病等。从结果

来看，都以失败告终，但坚持时间有长有短，最长的

坚持了5年多，最短的2天。

复吸。访谈学员中，除1人外，其余学员都有复

吸经历。复吸的原因，最主要的是心瘾，“毒瘾很好

戒，1个星期，但心瘾…”，真正戒毒，“也许只有眼睛

闭上的那一天”。所有毒品中，海洛因的心瘾最重。

访谈的学员中，有4名学员曾经使用海洛因，后改使

用新型毒品（3人），另外1人采用美沙酮替代。

戒毒动机、信心与方法。有戒毒动机的 13人，

有2人认为“戒不戒无所谓，只要不上道”(编号D)、“
吸毒跟吃饭一样。偶尔吸一下没问题，……绝对戒

掉，除非没有毒品”（编号B），1人认为吸毒好处大

过坏处，没想过要戒毒（编号 I）。如果没有被抓，你

会停止吸毒吗？几乎所有学员回答“不会”。你觉得

能戒掉毒瘾吗？13名有戒毒动机的学员中，5人认

为能戒掉，出去之后不会再吸了，原因分别是：“想通

了，想把家庭负担起来”、“再搞下去没意思了”，“为

了女朋友”、“为了儿子”、“反正要戒的”等。其余 8
人则不确定，“心瘾没有办法”，出去之后“看能坚持

多久”；“出了这个地方，想法就不一样了”。戒毒难

吗？多数学员的回答，毒瘾容易（戒掉），但心瘾难以

消除。你觉得什么方法能帮你对付心瘾？部分学员

回答不知道，部分回答：意志、靠自己、脱离环境等。

3 讨 论

3.1 吸毒原因探讨

从访谈结果来看，关于初次吸毒的原因，本次研

究的发现与前人的研究一致。我们认为，这些原因

虽然是导致吸毒者走近毒品的原因，但只是诱发因

素。导致一个人吸毒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实际

上，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其接触毒品的机会很少或接

近零，而对于那些有机会接触毒品的人，也并不是个

个都会去尝试（毒品）。他为什么有机会接触到毒

品？见到毒品后为什么不选择拒绝或回避？

对于这些问题，学界有不少探讨。补偿理论认

为，吸毒者神经系统缺乏某些化学物质，这些化学物

质起控制情绪的作用，如果缺乏，就会使人处于一种

不良的精神状态，当吸毒者发现毒品可以帮助他们

摆脱冷漠、抑郁等情绪时，就会不断重复地使用，从

而染上毒瘾[1]。这种理论认为吸毒与遗传和先天的

发育异常有关，建立在动物实验的基础上，有一定的

依据。物质使用障碍的“自我用药”假说认为，个体

由于特定的心理状态而选择特定的物质，以期待该

物质对心理的特定药理作用。这一假说已得到多数

调查研究的支持，研究表明，少年期严重的情绪障碍

可增加成年后物质滥用的患病风险 [4]，在物质使用

障碍与其他精神障碍的共病患者中，抑郁障碍、焦虑

障碍等多发生于物质使用障碍之前。而加拿大心理

学家亚历山大等人的实验 [5]则认为，成瘾不是毒品

的错，而是因为成瘾者之前的生活不如意，如孤独，

需要得不到满足，等；如果能生活在一个舒适的、需

要能得到满足的环境里，人不会去尝试毒品。国内

外研究显示，童年负性经历，如童年期被虐待、家境

贫困、家庭冲突频繁、目睹家庭暴力等，是个体发生

物质滥用与成瘾的重要危险性因素[6-8]，海洛因依赖

者应对方式不良 ,社会支持状况较差 ,多有人格异常

等[8-10]。国内研究者李想从犯罪心理学的视角，提出

新型毒品依赖者具有一种共性人格特征，这种共性

人格特征“与反社会人格障碍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

联系”，而新型毒品对于反社会人格障碍患者而言，

“是一种释放自身被规范所压抑的人格的最具吸引

力，且最少责任的媒介”[11]。

综合以上研究和观点，一个人之所以会走上吸

毒之路，在于他（她）的心理处于某种不“正常”状态，

换句话说，一个心理正常的人，是不会沾染毒品的。

这与我们访谈结果不谋而合。访谈中，为深入了解

吸毒的原因，我们不仅通过直接提问询问受访者，而

且特别深入地了解了受访者的吸毒前的各种状况

（存在方式），包括受教育情况、工作情况、社会交往、

家庭情况等。结果显示，吸毒者受教育情况不容乐

观，人际交往、家庭关系等方面也存在问题，且在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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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之前，吸毒者就存在一些其他的不良行为，吸毒只

是其中的一种而已。所以，我们认为，导致一个人走

上吸毒之路的原因，不仅是环境的因素，以及对毒品

的好奇、无知等浅层的心理因素，吸毒行为背后应该

有更深层的原因。正是这种更深层的原因，使得他

在吸毒前就已经处于一种心理或行为不正常的状

态，使得其比别人更有机会接触毒品，且一旦遇上毒

品就不想走开。

3.2 戒毒：解铃还须系铃人？

从研究结果来看，随着身体和心理逐渐被毒品

控制，吸毒者的生活发生显著的改变。戒毒是唯一

的解救办法，大部分吸毒者都曾有戒毒的想法和努

力，但最终陷于“戒断治疗-复吸-再戒断治疗-再复

吸”的循环中。

毒品难戒，难在心瘾。解除心瘾的关键是什

么？我们的研究中，有 5人认为自己出去以后能彻

底远离毒品，原因在于他们开始转变“我吸毒”这一

认知，“想通了”，“再这样下去没意思了”。因此，吸

毒者与毒瘾的较量，认知转变或许是关键。

但怎么实现认知的转变呢？在认知研究领域，

“双加工模型”提出人的认知加工系统存在两个子加

工系统：内隐加工系统（自动的、迅速的、无需努力

的、直觉的、与情感紧密相关的系统）与外显加工系

统（缓慢的、需意志和动机引导的、基于逻辑、与情感

无关的理性分析系统）[12]。近年来，研究者开始运用

这一模型来解释物质滥用，认为：基于外显的认知加

工系统，个体能够判断物质滥用的后果弊远大于利，

能在理性层面停止继续使用毒品的打算；而内隐认

知系统却以潜在的、无意识的方式暗中破坏戒毒的

理性努力，并且还能引导个体趋向毒品有关的场所、

情境[13]，并且成瘾者往往被自动的、内隐的认知加工

系统主宰[14]。内隐认知系统的解释得到了相关证明
[15]。访谈中，学员反映，脱离原来的生活环境，是强

戒解除以后继续与毒品抗争的重要方法；而不管是

开心的时候，还是心情郁闷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

毒品，“开心时想吸，不开心时也想吸”。说明，一旦

成瘾，吸毒者的毒品相关内隐认知模式便已形成，并

且稳定的左右着吸毒者的想法和行为。因此，吸毒

者的认知因素特别是内隐认知在成瘾和戒断过程中

起重要作用，提示未来戒毒的心理矫治研究和实践

中，内隐认知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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