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区开展青少年公益教育状况的调查
面临设施、资金、专业化人才等资源条件的约束

� � 社区作为青少年社会化与
再社会化的重要空间和场域，对
于青少年公益教育负有不可推
卸的责任。 因此，了解当前社区
开展公益教育的现状，对推动社
区公益教育发展，实现公益教育
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为此，北京
师范大学中国公益教育研究所
作为国内首个专门从事青少年
公益教育研究的机构， 于 2012
年 5-6 月组织研究团队就社区
开展青少年公益教育活动的现
状、支撑条件、影响因素和社区
对公益教育的认识等方面，对北
京市海淀区 207 个社区（181 个
社区居委会和 26 个村委会）进
行了相关调查研究。

仪式化、组织化、政治化
倾向明显

绝大多数社区或多或少地
开展过青少年公益活动，但主要
集中在社区劳动、 环境保护、安
全教育和健康教育等常规性活
动方面，同时也开展一些诸如慰
问演出、 捐钱捐物等具有仪式
性、组织化和政治化倾向的公益
活动。

调查结果显示， 在过去的
2011 年， 有 94.9%的社区开展过
青少年公益活动。 从开展活动的
频次来看，开展过 1-2 次的社区
占 40.1%，3-4 次占 41.4%，5-7
次的占 10.2% ，8 次以上的占
3.2%，没有开展过活动的社区占
5.1%。 大部分社区在一年中开展
过 1-4 次活动。 从社区开展青少
年公益教育活动的主题来看，主
要分为常规性主题活动和具有
政治化色彩的主题活动。 其中，
社区劳动、环境保护、安全教育
和健康教育是社区开展的常规
性活动。 调查结果表明，有 74.5%
的社区开展过社区劳动活动，
73.9%的社区开展过环境保护活
动，65%和 43.95%的社区分别开
展过安全教育和健康教育活动。
同时， 社区也开展过捐钱捐物、
慰问性活动等主题活动，但这些
活动往往具有仪式性、组织化和
政治化的倾向

面临内外部资源条件挑战

在社区中开展公益教育活
动具有一定程度的现实基础条
件， 但公益教育要扎根社区，仍
然面临着设施、资金、专业化人
才，以及志愿者参与、家长支持、
与学校合作等多种内外部资源
条件的约束。

从社区开展青少年公益教

育活动的自身资源来看，社区具
有一定的公共服务设施、资金和
专业人士， 但总体情况不容乐
观。 首先，社区开展青少年公益
教育缺乏专业化人才支持。 从获
取有效资料的 151 份有效问卷
中发现， 仅有 12 人获取了中级
社会工作师资格证书，26 人获取
了助理社会工作师资格，分别占
总人数的 7.9%和 17.2%。 这个比
例意味着大多数的社区工作者
并没有获得相关的职业资格，这
对于开展社区青少年公益教育
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其次，从社
区公益活动经费来看，来源渠道
单一，经费支持乏力。 研究团队
发展、社区开展公益教育活动的
经费主要来源于社区的经费预
算， 例如 85.2%的社区公益活动
经费来自于社区经费预算。 但
是，专门用于青少年公益教育的
资金短缺，很少有社区为青少年
公益教育列出专项经费。 一位社
区工作者说：“社区的经费非常
紧张，前段时间我们想给孩子们
搞个活动，向街道文教科申请经
费， 最后只给了我们 100 块钱，
甭说发奖品了，就是连购买活动
材料都不够。 ”最后，服务机构和
服务设施建设薄弱，已成为制约
社区开展青少年公益教育工作
的重要影响因素。

从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来看，
在获取有效资料中，直接或间接
与青少年公益教育相关的有社
区服务中心、儿童服务设施和社
会工作服务机构。 其中虽然 120
个社区设置有社区服务中心，然
而据研究团队多次观察，这些社

区服务中心大都场地不足、办公
条件简陋。另外，只有 32 个和 33
个社区分别设置有儿童服务设
施和社会工作服务机构，150 多
个社区完全没有设置相应的机
构。

从社区开展公益教育活动
的外部支持资源来看，大部分活
动中有志愿者和家长参与，但参
与程度不高，与周边学校的沟通
合作程度较低，缺乏互动性。 调
查结果表明，16.4%的社区认为
所有活动都有社区志愿者参与，
44.7%的社区认为大部分活动有
社区志愿者参与，27.6%的社区
认为一些活动有社区志愿者参
与， 另外还有 5.9%的社区认为
很少的一些活动有社区志愿者
参与，5.3%的社区认为社区志愿
者没有参加任何活动。家长实际
参与社区青少年公益活动的情
况不容乐观， 仅有 38.85%的家
长有时参加，29.3%的家长偶尔
参加，18.47%的家长很少参加，
4.46%的家长从不参加，8.92%的
家长经常参加。从社区在开展青
少年公益教育活动中与周边学
校的互动情况来看，44.1%的社
区与学校有过偶尔合作，29.6%
的社区与学校极少合作，16.4%
的社区与学校从未合作过，而仅
有 9.2%的社区与学校合作比较
多，0.7%的社区与学校合作频
繁。父母双方有一方来参与和祖
孙一起来参与是目前家长参与
的主要方式， 两者所占比例较
高，分别为 58.7%和 27.1%。 父母
双方都来参与和都不来参与的
各占 3.9%。

三大瓶颈因素并存

缺乏资金支持、社区机构设
施不足和人力资源短缺是影响
当前社区开展公益教育活动最
为主要因素，安全问题与学习成
绩次之。

从本次问卷调查的结果来
看， 有 89.2%的社区认为影响社
区开展公益教育的主要因素是
缺乏资金支持；25.5%的社区认为
家长担心孩子的安全问题是主
要因素；34.4%的社区认为家长担
心影响孩子的学习成绩是主要
因素；63.1%的社区认为社区机构
设施不足是主要因素；54.1%的社
区认为社区工作任务太多，人力
资源不足是主要因素；12.1%的社
区认为社区缺乏专业化人才支
持，社区工作人员不知道该如何
开展是主要因素；2.5%的社区认
为其他因素是主要因素。 从这组
数据来看，缺乏资金支持、社区
机构设施不足和人力资源不足
是影响当前社区开展公益教育
活动最为主要的三大瓶颈因素。
此调查结果进一步印证了“社区
开展公益教育活动现实基础条
件”中的调查结果，由此说明社
区自身对制约其开展社区公益
活动的相关因素认识比较清晰、
准确。 有意思的是，与学校认识
不同，社区认为安全问题、学习
成绩并非主要影响因素。

主体意识有待增强

尽管大部分社区工作者对

公益教育概念认知程度不高，对
公益教育责任主体认识比较模
糊，但对社区开展公益活动对青
少年成长作用的认识较高。 社区
对公益教育的认识与理解程度
直接关系到公益教育在社区的
实施与推进。

研究团队从社区对公益教
育概念的认知与理解程度、社区
对开展公益教育活动对青少年
成长意义的认识、社区对公益教
育责任主体的认识三个方面进
行了调查。 结果显示，社区对公
益教育概念的认知程度较低，从
来没有听说过的社区占 6.33%，
非常了解的占 3.8%，比较了解的
占 14.56% ， 了 解 一 点 的 占
75.32%。 从社区对公益教育责任
主体的认识来看， 认为政府、学
校、家庭、社区是责任主体的社
区 分 别 占 38.85% 、26.75% 、
18.47%和 13.38%， 还有 2.55%的
社区认为是其他责任主体。 实际
上，社区公益教育是一种以学生
为中心、 以家庭教育为基础、以
学校教育为主导、以社区教育为
依托的教育模式，家庭、学校和
社区才是真正的责任主体。 但
是，仍有高达 38.85%的社区认为
政府是公益教育的责任主体。

当然， 政府的参与对推动
社区公益教育发展至关重要，
但不是主要的直接责任主体。
社区的这种认识偏差与我国社
区“单位制”和“行政性”制度惯
性所造成的社区自身功能定位
错位不无相关， 即社区往往把
自己定位于完成各级政府机构
交办的行政性任务， 以及履行
“补缺型福利”和“政府守夜人”
的角色， 而忽视自身对青少年
公益教育所发挥的功能， 自然
认为这是政府的事情， 政府应
该承担主要责任。

社区对开展社会公益活动
在青少年成长中的重要性程度
认识较高，38.9%的社区认为开展
社会公益活动对青少年的成长
非常重要，43.3%的社区认为比较
重要，17.2%的社区认为一般 ，
0.6%的社区认为不太重要。其中，
非常重要和比较重要两项数据
合起来高达 82.2%。 从社区认为
开展社会公益活动应侧重在哪
些方面培养青少年的认识来看，
排在前四位的依次是社会责任
感、社会交往、安全与健康知识、
合作精神。 82.3%的社区认为开
展社会公益活动应侧重培养青
少年的社会责任感。

（作者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
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博士白列
湖、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卫小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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