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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药物滥用在世界范围内的迅速蔓延，女性吸 

毒者近年来呈上升趋势。特别是近十年来我国 

女性吸毒者数量大幅上升，约占我国总吸毒人数的 

17％。有文献报道，女性吸毒者的心理特征为意志极 

度消沉和严重的心理依赖。另有调查发现，戒毒人员 

普遍存在着人格缺陷、思维缺陷、情绪障碍等心理问 

题。女性吸毒不仅给个人生活造成冲击，也对社会造 

成严重危害。女性吸毒者中普遍存在以淫养吸和以贩 

养吸的现象。以淫养吸的吸毒女性加速了性病和传染 

病的传播，其性伴侣和子女两大人群面临感染HIV的 

危险。以贩养吸女性还参加各种违法犯罪活动，危害 

社会治安。 

由于女性与男性在生理、心理、职业、受教育程度 

和婚姻情感等方面的差异，因此有着不同于男性的吸毒 

成因及相应特点。把循证矫正思想应用于戒毒领域，探 

究女I生吸毒成因，开展专项戒治项目，加强戒毒效果评 

估，可以帮助我们更有针对陛地认识和理解女．『生吸毒原 

因，降低吸毒人员的毒品渴求感，促其掌握戒毒技能， 

增强戒毒动机，建立力量感并增加长期的生活满意度， 

这对降低复吸风险、维护社会稳定有重要意义。 

北京市天堂河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以本所收治的 

女性强制隔离戒毒人员 (以下简称强戒人员)为对象， 

通过观察、访谈及心理评估分析，确定以高耻感为主 

要戒治靶点，探索了一条适合女性强戒人员的戒治思 

路，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一

、 项目背景 

在教育女性强戒人员的过程中，发现大部分女 

性强戒人员愿意吹嘘自己，盲目自大，伪造自己光辉 

的外在形象，而深入谈话发现，在其骨子里有根深蒂 

固的低自我价值感和低自我认同，这种深深的自卑与 

其最后走上物质滥用道路有着一定的关联，对复吸的 

影响也很大。为了深入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北京市 

天堂河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与中国政法大学心理学系 

专家团队合作，共同探讨女性吸毒成因、研发戒治项 

目，并进行效果评估。 

(一)访谈、查阅档案资料 

本阶段主要采用查阅档案资料、问卷调查及半 

结构化访谈的方式进行吸毒及复吸成因调查。(1)查 

阅档案资料，主要包括女性强戒人员的年龄、来源地 

(农村／城市 )、教育程度、婚恋情况、个人成长史； 

(2)问卷调查，主要了解在所强戒人员的吸毒类型、 

吸毒年限、进宫次数、在外收入等情况；(3)半结构 

化访谈，即通过一系列可以自由回答的问题来进行， 

根据强戒人员前面回答问题时所作出的言语反应、非 

言语行为等信息来确定接下来要访谈的问题，主要了 

解强戒人员原生家庭、学校表现、在外工作状况、婚 

恋情况、吸毒原因及戒断史等，分别探索导致其初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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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毒和复吸的原因。 

通过上述调查发现很大一部分女性强戒人员在羞 

耻感、内疚感、孤独感、自我污名化等方面问题比较 

突出。比如有人是在遭受幼年被性侵、童年被虐待、 

遗弃以及遭遇恋人背叛、父母离异等情况下自暴 自 

弃，有人认为除了毒友别人都看不上自己，有人吸毒 

是自己太胖感觉面上无光。总之，在面临一些人生问 

题时没有适当的解决方法，没有强大的家庭支持和社 

会支持，本身内心又不够强大，进而用自我抛弃的方 

式来逃避或报复亲人，而吸食毒品能够让她们暂时忘 

记痛苦，与毒友在一起又能获得一定的安全感，因此 

就走上了吸毒道路。 

(二 )既往研究 

针对上述发现，我们查阅了国内外的研究文献。 

在国内外的研究中，更多的研究是性客体化及自我客 

体化可导致身体羞耻，而身体羞耻可直接或作为调节 

变量导致物质滥用 

1．羞耻感的内涵及外延。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出发， 

对羞耻感有不同的界定。但目前比较一致的认识是： 

当个体以不光彩的方式做事，说到不幸的事或表现不光 

彩的、有缺陷的特征时，如果自己或他人见证了此行为 

并消极地评价此人，就会产生羞耻。这时个体常感到 

渺小、无价值、试图低头、遮住脸或眼睛来隐藏或逃 

避被观察与判断，甚至通过否认这些消极行为和特征 

或批评他人来转移自己的不良感觉。羞耻感即感到自 

己可耻，是一种指向自我的痛苦、难堪、耻辱的体验。 

国内学者钱名怡与英国伦敦大学B．Andrews认为羞 

耻包括四个维度：个性羞耻、行为羞耻、身体羞耻和 

家庭羞耻。其中个性羞耻指个人习惯、对待别人的方 

式、自己是什么类型的人和个人能力如何；行为羞耻 

指做错某事时的羞耻感，说了愚蠢话和在竞争条件下 

失败时的羞耻感；身体羞耻指对自己身体或身体的某一 

部分感到羞耻；家庭羞耻指为家庭某个成员感到羞耻。 

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该模型适用中国人群。羞耻本身 

是一种很痛苦的负性情绪，不仅如此，它还倾向于导 

致其他更多的负性情绪和情感，或引发一些负性行为。 

2．性客体化 (sexual objectification)和自我客体化 

(Self-objectification)可导致身体羞耻。性客体化是指 

女性的身体、身体部位或性功能脱离了本人，沦为纯 

粹的工具或被视为能够代表女性个体本身。女性自己 

亦会自我客体化，当代的女性生活在一个充满性客体 

化的社会环境中 (如媒体对女性身体的展现、选美、 

性评论和性骚扰等)，女性依照男性目光所打造的样 

板，以一个观察者的视角 (而不是第一人称视角)来 

审视自己的身体是否达到社会所制定的标准。这种观 

察者视角导致了女性的自我客体化，高水平自我客体 

化的女性想尽办法历尽训练把自己装进男性设计的一 

套格子里，以便成为 “智慧与美丽并重”的佳人。已 

有研究表明，女性自我报告的性客体化经历会促进女 

性的自我客体化，而自我客体化作为中介，导致了女 

性的低自尊水平、身体羞耻、低主观幸福感、药物滥 

用、性功能障碍、进食障碍、焦虑和抑郁情绪等，同 

时威胁着女性的道德自我。 

3．身体羞耻可直接或作为调节变量导致物质滥 

用。国内外的研究均表明，羞耻可以作为调节变量导 

致物质滥用，也可直接导致物质滥用。已有研究发 

现，羞耻感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密切，在抑郁、进食障 

碍、药物成瘾、边缘性人格障碍等相关病理心理发生 

发展过程中起到核心作用。 

(1)Erika Ann Carr~经过对289名女性研究得出如 

下结论：所有的路径均显著，中介模型适应性良好。 

性客体化既可以直接作用于物质滥用，又可以通过自 

我客体化、身体羞耻及抑郁来间接影响物质滥用。 

(2)Calogero~发现男性的注视会显著增加女性的 

身体羞耻感和焦虑；Szymanski，Moffitt和Carr~扩展 

了性客体化理论，认为性客体化会导致药物滥用等问 

① Cart，Erika Ann，“Sexual Objecdfcation and Substance Abuse in Young Adult Women．”PhD diss．，Univemi~ofTennessee，2011． 

② Calogem RAV1．A test ofobjectificadon theory：The effect ofthe male gaze on appearance concerns in coUege women．Psychology of Women Qua~efly 

2004，28(1)：16—21． 

③ CartEI~，SzymanskiDM．Sexual objectification and subst-ance abuseinyoung adultwomen．TheCoumelingPsycholo—gist，2011，39(1)：39—66 



题。物质滥用是指个体过度摄入酒精、尼古丁以及药 

物或毒品物质。研究发现，女性内部的性客体化体验 

与酒精、尼古丁以及药物或毒品物质滥用呈显著正相 

关，客体化越高的女性，物质滥用程度越严重。在生 

活中体验到性客体化的女性可能会使用酒精、烟草等 

应付过多的压力及麻木愤怒或悲伤的感觉，此外，她 

们也可能因 “女人味和性感”的观念而物质滥用，以 

达到性感、苗条或获得男性注意的目的。 

(三 )调研分析 

按照访谈、档案资料及既往研究结果的线索，为 

探索分析天堂河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女性强戒人员的 

上述问题与复吸倾向的相关维度，找到影响全所女性 

强戒人员复吸的调节变量，对全所强戒人员开展了问 

卷调查。问卷主要包括特质希望量表、反社会人格障 

碍量表、边缘型人格障碍量表、身体客体化量表、社 

会支持量表、内在羞耻倾向量表、羞耻感量表，并将 

其分别与复吸倾向、内在羞耻倾向进行相关分析，采 

用多次分层逻辑回归分别使各人口学变量、吸毒相关 

变量和关键变量进入方程，探索女性强戒人员复吸倾 

向的影响因子。通过反复尝试，获得8l份有效数据， 

以年龄、吸食毒品类型为控制变量，以成功戒毒经历 

和内在羞耻倾向为预测变量，分层对复吸倾向做回归。 

经过统计分析发现，成功戒毒经历、羞耻感与复 

吸倾向显著相关，社会支持的利用度与复吸倾向显著 

负相关。因此，成功戒毒经历是预测女所强戒人员复 

吸倾向的保护因子；内在羞耻倾向是预测女所强戒人 

员复吸倾向的风险因子。 

羞耻感与女性强戒人员复吸风险显著相关，羞 

耻感越高，复吸倾向越高，降低高耻感女性强戒人员． 

的羞耻感，对降低女性强戒人员的复吸风险有积极意 

义，因此确定在女性强戒人员中开展 “高耻感型女性 

强戒人员靶向戒治”项目。 

二、项目开展情况 

(一)对象 

采用内在羞耻感量表，对全所 100名强戒人员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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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内在羞耻感量表测试，并根据内在羞耻感总分对全 

所强戒人员的羞耻程度进行排序，排除有重大精神疾 

患和身体疾患、不能与人正常交流、剩余强戒期不足 

四个月的强戒人员后，从中选出羞耻程度高的20人。 

(二 )前期评估 

按照统一指导语，由有经验的心理咨询师组织强 

戒人员完成，问卷均为自评量表，由被试者自填。问 

卷有复吸倾向性量表 (RIDA)、内在羞耻感量表、羞 

耻感量表、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心理弹性量表(CD— 

RISC)。 

(三 )戒治靶点 

通过上述调研，羞耻感与复吸倾向显著相关。入 

组成员也均是羞耻感较高的强戒人员。因此，羞耻感 

是本项目的主要戒治靶点，旨在通过降低其羞耻感从 

而达到降低其复吸风险的目的。 

(四 )分组 

将选出的羞耻感高的20人随机分成两组，实验组 

开展以羞耻感为戒治靶点的戒治活动，对照组开展常 

规的管理教育工作，不进行专门的戒治活动，分散在 

各班管理。其中实验组年龄为34．42±10．24岁，中专 

1人，高中4人，初中4人，小学1人；对照组年龄为 

32．20土5．03岁，中专1人，高中1人，初中4人，小学 

4人。实验组与对照组的心理测试结果没有显著差异。 

(五)戒治方法 

通过授课、团体辅导、课后行为训练等治疗方式 

对实验组强戒人员开展戒治活动。 

团体戒治阶段以戒治主题(point tO point)为标准， 

共分为五个部分，20个单元。每周开展一个单元活动， 

时间为2．5小时，由有多年实操经验并取得国家心理 

咨询师资格的民警带领。各部分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部分主要针对动机问题，让成员意识到吸毒 

对自己的危害，重新回顾和体验成功戒毒后的积极感 

受，强化戒治动机。 

第二部分主要针对个性羞耻感，使强戒人员深入 

了解 自己性格、能力、资源及习惯等，并分析其与吸 

毒的关系，增强戒毒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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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主要针对身体羞耻感，使强戒人员深入 

了解 自己是否对自己身体或身体某一部分感到羞耻， 

及其与吸毒之间的关系，找出解决的办法。 

第四部分主要针对行为羞耻感，解决过去羞耻经 

历对吸毒的影响作用，分析导致复吸的触发因素，应 

对戒毒障碍。 

第五部分主要针对家庭羞耻感，教授其 自强自立 

的生活理念和方法，并进一步分析如何应对复吸的内 

外部触发因素。 

三、效果分析 

(一 )心理测试结果 

1．通过各组戒治前后在内在羞耻感量表上得分的 

组内比较可以看出，实验组和对照组在内在羞耻感方 

面均有降低，但实验组内在羞耻感后测与前测相比， 

达到显著差异 (P<O．O1)，虽然对照组的前后狈4差异 

也达到显著水平 (P<O．05)，但程度低于实验组。 

2．通过各组戒治前后在羞耻感量表上得分的组内 

比较可以看出，经过戒治，实验组成员在个性羞耻、 

行为羞耻方面显著降低 (P<O．O1或P<O．05)。但对照 

组成员只有身体羞耻方面有显著降低 (P<O．05)，其 

他维度变化不明显，个性羞耻方面不仅没有降低，反 

而有所升高。 

3．通过各组戒治前后在复吸倾向性量表上得分的 

组内比较可以看出，实验组在复吸倾向性量表上的总 

分及各项因子分均显著减低 (P<O．O1)，说明经过戒 

治后，强戒人员的复吸风险减低。而对照组只有戒毒 

效能感方面的分值有降低，但没达到显著水平，总分 

及生理唤醒、戒毒行动、家庭关系、情绪管理方面还 

有所升高，复吸风险不降反升。 

4．通过各组戒治前后在心理弹性量表上得分的组 

内比较可以看出，实验组成员在心理弹性量表各因 

子上的得分均有显著提高 (P<O．O1)，对照组成员虽 

然也有提高，但只有力量性提高程度达到显著水平 

(P<O．05)。 

5．通过各组戒治前后在一般 自我效能感量表上得 

分的组内比较可以看出，实验组在戒治后自我效能感 

有显著提高 (P<O．01)，对照组的自我效能感反而有 

所降低。说明该项目对强戒人员的自我效能感有提升 

作用。 

6．通过戒治前后两组在内在羞耻感量表上得分的 

组问比较可以看出，戒治前两组在内在羞耻感量表 

上的得分没有显著差异，戒治后两组分值均有所降 

低，但实验组降低程度更大，两组之间达到显著差异 

(P<O．O1)。 

7．通过戒治前后两组在羞耻感量表上得分的组间 

比较可以看出，戒治前两组在羞耻感量表各维度上均 

没有显著差异，但戒治后实验组各维度分值均比对照 

组降低程度大，且两组在个性羞耻方面的差异达到显 

著水平 (P<O．O1)，在行为羞耻及身体羞耻方面达到边 

缘显著 (0．05<P<O．1)。 

8．通过戒治前后两组在复吸倾向性量表上得分的 

组间比较可以看出，前测中两组在生理唤醒、戒毒行 

动、家庭关系、戒毒效能感方面没有显著差异，在总 

分及情绪管理方面，对照组要好于实验组，两组间达 

到显著差异。戒治后，实验组分值均有明显下降，并 

均显著低于对照组 (P<O．O1)。说明经过戒治后，强 

戒人员的复吸倾向有了显著降低。 

9．通过戒治前后两组在心理弹性量表上得分的组 

间比较可以看出，戒治前两组在坚韧性方面没有显 

著差异，在乐观性及力量性方面对照组要好于实验 

组，并达到显著水平。戒治后，实验组在各维度上均 

有明显提高，并与对照组在坚韧性及力量性方面的 

差异达到显著水平 (P<O．O1)，乐观性达到边缘显著 

(0．05<P<O．1)。说明通过戒治，较对照组强戒人员的 

心理弹性有了显著提高。 

10．通过戒治前后两组在 自我效能感量表上得分 

的组问比较可以看出，戒治前对照组的自我效能感分 

值要显著高于实验组 (P<O．O1)，经过戒治后，实验 

组数值有所上升，但对照组反而下降，两组之间差异 

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 (P<O．01)。说明专项戒治对强 

戒人员的自我效能感有很大的作用。 



 

(二 )强戒人员自我报告的效果 

项目结束后，采取小组分享和查阅作业的方式对 

戒治效果进行评估，成员表示主要在以下方面有所收 

获： 

1．更自信，情绪更积极，心态更乐观。强戒人员 

普遍认为通过一系列的活动，让自己对自我有了更全 

面清晰的认识，同时也了解到社会上的大多数人都会 

有这样或那样的情绪困扰，也都有不为人知的问题和 

困惑，原以为自己是倒霉的、低人一等的，但现在看 

来，是 自己想多了，从此以后要挺直腰杆，以积极的 

心态来面对生活中的困难。 

2．戒毒信心提高，应对复吸技能增多。多数强戒 

人员表示通过学习，了解了更多的毒品知识，更清楚 

了毒品对自己造成的危害，坚定了戒毒信心。通过学 

习也知道当有了渴求之后，可以通过多种方法来应 

对，渴求感是可以过去的；在面对高危情境时也有了 

更多的应对方法。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戒除毒瘾是 

完全有可能的。 

3．应对方式更积极。在面对压力和歧视的时候， 

由以前的被动、逃避变为主动解决，积极应对。如强 

戒人员杨某，刚人所时经常违纪，对扣分单的态度更 

是无所谓，认为 “扣分也是两年，不扣也是两年”， 

破罐破摔，参加戒治项目后，有了很大转变，认为遇 

到问题应该解决，违纪时应该认真反思自己的问题， 

改变自己的行为，争取以后不再犯，这样其违纪行为 

减少很多，基本不再有扣分了；强戒人员韦某以前很 

自负，遇事钻牛角尖，坚持己见，现在则认为事物都 

有多面性，问题也有很多解决方法，实现了由 “我的 

就是对的”到 “我也可以变”的转变；强戒人员李某 

认为自己文化程度低，没见过大世面，因此觉得别人 

都瞧不起自己，很 自卑，现在能更客观地看待 自己， 

找到了自己身上的优点和长处，要做更好的自己。 

4．自控力提高。在情绪调节、行为控制等方面有 

了显著提高。如强戒人员韦某，脾气急躁，言语犀 

利，经常与他人吵架，事后拒不认错，现在能遇事多 

站在别人角度想，冲动时能够有效控制自己的行为和 

刑罚执行与戒毒管理 

言语，与班内强戒人员关系变好。 

5．心理健康素质提高。(1)沟通能力及人际关系 

变好。如强戒人员王某认为自己学会了如何与亲人、 

陌生人有效沟通，尤其是在情感方面，适度表达个人 

情感有利于拉近彼此距离，也更容易获得理解和支 

持，遇到问题也有了更多的宣泄途径和解决办法，对 

个人顺利回归社会奠定了良好基础；强戒人员田某也 

感觉自己更愿意与人沟通交流了，以前觉得自己是少 

数民族人，与其他人很少接触，怕受到排挤和嘲笑， 

现在完全变了，不但愿意跟大家聊天，还学会了写 

字，自己的汉语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强戒人员李某 

觉得自己以前只懂毒品，很少与毒友外的人来往，通 

过团体活动发现，自己还有很多没被自己发现的能力 

和技能，优点这么多，没理由自卑了，出去后要好好 

找工作，展现自己。(2)心态更积极向上。如强戒人 

员钟某，变得更活泼了，脸上总是挂满笑容，更爱帮 

助别人了。钟某也对 自己的未来充满希望，而不是 

浑浑噩噩地过日子。(3)心理承受能力增强。面对家 

庭问题，有能力有勇气承担，内心变得强大。如强戒 

人员韦某，年幼的弟弟突然患了精神类疾病，殴打父 

母，韦某能够挺身而出，做父母的精神支柱，勇敢地 

面对家庭变故。 

6．修复了家庭关系。更能理解父母、家人，更懂 

得感恩，因此与家人关系变好。如强戒人员杨某，在 

单亲家庭长大，母亲对其有求必应，她也习惯了母亲 

的付出，但是走上吸毒道路后，母亲的付出已经满足 

不了她经济和精神上的需求，二人关系逐渐恶化，参 

加团体活动之后，杨某觉得自己亏欠母亲的太多了， 

非常愧疚，与母亲电话沟通获得了母亲的原谅。 

7．身体素质提升。身体和心理是相互影响、互为 

因果的。心理健康水平提高，也促进了身体素质的提 

升。如强戒人员张某，患有支气管哮喘，以前一天吃 

好几片药，现在不用吃了，还精神十足，参加正常的 

体育训练和康体活动都没有问题。 

8．责任心增强。部分强戒人员年纪小，在家里属 

于受宠爱、受保护的对象，有些年龄大的强戒人员， 

97 



嘲 2018年第10期·总第226期 ．J]LJSTICE OF CHINA 
也一直依赖父母、丈夫或其他家人生活，没有 自立。 

通过参加项目，大部分人认为自己应该独立起来，为 

年迈的父母撑起一片天空，为子女尽到母亲的责任， 

自己已经是成年人了，要有担当，要承担起自己的责 

任。 

9．能够反思人生，对未来有了规划。在团体活动 

中，很多强戒人员感到震惊，自己的前半生竟然被毒 

品占去了大部分，有毒和无毒的日子差别竟然那么 

大。如果不戒毒，自己一辈子就废了，因此要就此收 

手，开始过一个正常人该过的生活。唐某说：“画完影 

响轮，我自己吓了一大跳，毒品竟然把我的生活毁成 

了这样，孩子不管，父母不管，工作不好好干，再这 

样下去，我就会成为千古罪人，连自己都不能原谅自 

己。我必须要好好想想后半生该怎么过了。” 

(三 )民警及其他强戒人员看到的效果 

1．自律性增强，违纪率减少，行为规范变好。大 

队民警反应，参加戒治后强戒人员的自律性明显增 

强，能够互相监督，对自己的要求也较高，违纪后能 

够反思问题，积极改正。民警对实验组l0人参加戒 

治前2个月及戒治后24"月违纪情况进行了统计，其 

中有1人在戒治前两个月还未取得计分许可证，没有 

违纪记录，其余9个人在戒治前2个月共违纪16人次， 

人均1．78次，而10人在戒治后2个月共违纪9人次， 

人均0．9次，违纪率降低近一半。除此之外，强戒人 

员的行为规范也明显变好，民警管理起来更轻松，沟 

通起来也更顺畅。 

2．能够反思自己，告别过去，走向未来。一改以 

往班会等活动中只谈生活问题的惯例，大家在一起时 

更多地谈论自己的戒治、未来的规划等，很多人开始 

反思自己的人生，逐渐坚定戒毒信心。 

3．心态更积极。经过戒治后，成员还有一个较大 

的变化是心态更加积极向上，不再是破罐破摔、无可 

改变的状态，而是积极面对未来生活，解决生活中遇 

到的各种问题，对未来充满憧憬，脸上的笑容明显增 

多了，大队民警都愿意去他们班，因为迎接民警的是 

笑脸和笑声。 

4．人际关系变好。在团体中，成员之间彼此能够 

敞开心扉，能够真诚地对待彼此，让他们之间、他们 

与民警之间的心理距离缩短了，因此彼此间吵架、打 

架等行为几乎没有发生。 

5．应对方式更积极。强戒人员有一个特点是遇到 

问题倾向于回避、逃避，或者以极其消极的态度对 

待，但戒治活动后，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遇到 

问题和困难时的话语由原来的 “我不行”“就那样了” 

等变为 “可不可以这样”“还可以这么办”等，大家 

心里流露出的是态度是 “解决”。 

总之，高耻感型女性强戒人员靶向戒治项目对羞 

耻感高的强戒人员有较好的降低耻感、降低复吸风险 

的作用，参加项目的强戒人员能够较好地消化所学内 

容，并逐渐将之迁移到实际生活中；参加戒治活动后， 

产生的效果比较明显，无论是内在还是外在，都有看 

得见、测得到的变化。民警在开展项目过程中矫治能 

力和水平得到锻炼。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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