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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不知道匿名戒毒会或者打算第一次去参

加匿名戒毒会会议, 好能对匿名戒毒会会议多

少有所了解一下。这里的信息就是要让您了解

我们齐聚一起来分享康复时我们所做的，我们

所用的语言和我们所行的方式一开始或许让您

感到陌生，但希望这里的信息能帮助您从您的

第一次NA会议中收获 多或帮助您更舒适安心

地继续回来开会。早早出席，迟迟未走，在会

议前后有大量的问题询问能帮助您在每一次您

出席的会议中有 多的收获。

我们的基础文本，匿名戒毒会，提供了 佳说

明我们是谁和我们做什么：“匿名戒毒会是一

个非赢利性团体，是一个由吸毒成瘾、给自身

带来极大困扰的人们所组成的团体。我们是在

康复中的成瘾者，我们定期聚会，互相帮助，

保持不使用毒品。” 匿名戒毒会十二步是我们

康复计划的基础。我们的会议是我们和其他人

分享康复的地方，但实际运用我们的康复计划

远比单单出席会议所涵盖的要多得多。人们出

于各种各样的理由参加NA会议，但每场会议的

目的就是让NA会员有地方来彼此分享康复。如

果你不是成瘾者，可以参加开放会议，其欢迎

非成瘾者参加。如果你是成瘾者或你认为自己

可能有毒品问题，我们建议至少90天每天一场

会议，以便认识NA会员并了解我们的康复

计划。

适用于 会议的一般信息

*尚有英文作品未翻译成中文。

有效的会议安排始终专注
于首要宗旨并鼓励会员以
表达出康复的方式来一起

参与.

传统 五,It Works: How and W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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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文献也是有关我们康复计划信息很好的来

源。我们的基础文本 (匿名戒毒会) 或有关

我们信息的小册子 (IPs) 也是一个很好的开

始。绝大多数的会议免费提供IPs(信息小册

子)，而NA的书籍是有偿出售的，因为大家付

出了成本。我们很多的文献亦可登陆 

www.na.org 在线阅读或订阅。

适用于适用于 NA 会议的一般信息会议的一般信息

我们不在乎所用毒品的种类和数量，我们关

注的是影响我们生活的成瘾和康复的方式。

NA会议不是课堂或团体治疗的会议。我们不

授课或提供咨询。我们就是分享我们个人有

关成瘾和康复的经验和体会。

会议的举办通常在教堂、治疗中心、或其他

机构，因为这些地方往往价格便宜、有空闲

地方、也很便利。NA不隶属于任何其他团

体，组织或机构，也和它们没有关联。

为了尊重我们全体会员的匿名性，我们要求

参加我们会议的人不要谈论我们的会员是谁

或他们在会议中的分享。

NA没有会员费或其他费用，但其需要钱财

来维持开会和提供其他服务来推动我们的首

要宗旨。我们的会员在会议上自愿捐献来支

持这个团体和付出其他努力来传递我们的信

息。非会员不要求做出贡献，这样NA才能保

持完全的自足自立。

我们的康复计划从彻底完全地戒除毒品开始， 

包括酒精。有时候人们会来到NA开会却依然在

使用毒品、正在戒毒、或使用药物替代疗法。 

无论你初次来到NA正在使用什么，你依然受欢

迎，较新的会员往往对处方药有疑问。我们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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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您阅读NA文献，包括基础文本和’生病时 

In Times of Illness 这个小册子，它们会解释NA康

复的方法。它也同样有助于和有着同样处境的

NA会员讨论什么对他们有用。助帮关系也是有

助于对此和我们康复中其他事宜有所理解的重

要手段 (更多有关助帮的信息请查看IP＃11)。 

我们不是专业人士，并且NA对于医药问题没有任

何建议，我们只是分享彼此个人的康复经验。

你或许会想在我们的会议上看到或体会到的一你或许会想在我们的会议上看到或体会到的一

些事情些事情

NA会议各有形式不同、规模不同、和风格不

同，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城市、不同的会议

上有这如此多的不尽相同，甚至在您所生活的

地方一周中的每晚也不同。然而，全世界绝大

多数NA会议都有某些共同的地方。

通常不是讨论者会议就是发言者会议。讨论

者就是会员轮流发言分享。发言者会议让一

个或多个会员在规定的时间段内发言分享。

参观者或新人通常要求以他们的第一个名字

做自我介绍。新人通常会收到欢迎的拥抱或

握手，还有一个欢迎的钥匙扣。

绝大多数的会场，习惯让会员围成一圈用简

短的祈祷词或NA阅读材料来结束会议。尽管

您在会议上会听到祈祷词，但我们是一个精

神心灵的、而不是宗教的康复计划。

团体经常会标记或签到出席表或人头牌来作

为对此提出要求的人的礼貌回应，但也有的

团体和会员选择不这么做。如果需要， 好

是在会议开始之前就决定好达成一致。

绝大多数的团体提供其他本地NA会议的日程

表或指导。

有关于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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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些人把上苍单纯地理解为能使我
们保持不使用毒品的某种力量。

你理解的上苍所拥有的权利是完整的、
毫无隐藏的。

第三步，基础文本

有关于分享有关于分享

NA 依靠“一个成瘾者帮助另一个的治疗价

值。” 非会员要求不要在会议上发言分享，

尽管有些团体会在NA生日或周年庆祝上允许

做简短的参与。

考虑到会议的时间限制，会员通常在每次会

议上要求只做一次分享。很多会议要求会员

把分享限定在五分钟或五分钟以下。

也同样鼓励会员在他人发言时不要“插话”，

其意味着我们分享我们自己的体会而不是对

其他会员做出答复。个人之间可以在会前会

后进行交流。

有些团体要求会员避免在会议上对露骨的细

节和毒品的描述和使用做出分享，并且要求

只注重于成瘾和康复是如何对我们造成影

响的。

新人一般鼓励注重于倾听，但也欢迎他们在

会议参与部分进行分享。

鼓励新人仔细聆听来辨识能产生共鸣的有经

验的会员，以便可以找到好的助帮人或朋

友，或提供其他指导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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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会议上培养康复的氛围在我们的会议上培养康复的氛围

团体成员在会议上分享的有各自的不同。我们

鼓励您尝试每个会议，以便您自己能更好地了

解您可以从会议中获得的收获。以下是许多会

议中都有的要点。

有些会议有短暂的休息让会员彼此沟通，分

享茶点，上厕所或吸烟。有些没有休息时间

的会议，我们就通常等待会议结束。

我们在会议上不允许有毒品或吸毒的工具。

我们强烈劝阻会议前后或期间的任何骚扰、

威胁、或妨碍的行为。这包括不受欢迎的有

关性的、罗曼蒂克的、财务的、和宗教方面

的游说。我们的会议是用来分享NA康复的。

如果您收到骚扰或威胁，请与会议主持人或

信得过的服务人员分享您的顾虑。

我们要求迟到的人安静地入座并避免打扰他

人。

我们劝阻私下交谈。即使是非常低声的私

语，因为他们会打扰其他人。

电话和发消息同样会打扰到他人。我们要求

会员在会议期间关闭手机或保持静音。

在许多地方，拥抱是NA很普便的问候礼节。

如果您对拥抱感到不适，不要犹豫说出来。

绝大多数会员会对此有所理解。

我们会议的规模和种类有着广泛的不同。有些

很小很私密；其他的很大很吵。我们会议上使

用的词汇和惯例同样从一处到另一处有着广泛

的不同。 重要的是，我们的会议是分享我们

的体会、毅力和希望的地方。如果你是成瘾

者，请继续回来和我们分享康复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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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有帮助的 一些有帮助的 NANA 词汇词汇

成瘾者成瘾者—我们用来指我们自己的词汇，因

为我们视成瘾本身为问题所在，而不是具

体毒品的使用

基础文本基础文本—包含我们核心概念的书籍，以 

匿名戒毒会为标题

封闭式会议封闭式会议—仅允许成瘾者或认为自己可

能有毒品问题的人参加

团体团体—参加一个或多个定期 NA 日常会议

的多个会员(参见IP#2, The Group)

更高力量更高力量—一位慈爱的力量帮助一位会员

保持清醒和致力康复

IPsIPs—有关NA信息的小册子

新人新人—新的会员

开放会议开放会议—欢迎任何人参加的会议，包括

感兴趣的非成瘾者

复吸复吸—康复中的小疏忽导致短暂或更长时

间的回归使用毒品

分享分享—提供有关成瘾和康复的个人体会

助帮人助帮人—有经验的会员通过十二步提供指

导和支持(参见IP#11，助帮关系)

可信赖的服务人员可信赖的服务人员—在 NA 里有服务职位

的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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