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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志愿服务怎样避免一阵风？
“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

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西部计划”
的一句口号， 让广东姑娘邵书琴
毕业后走进新疆， 成为一名志愿
者。 如今，服务期满之后，邵书琴
毅然决定继续留在这里， 把自己
的青春奉献在克孜勒苏柯尔克孜
自治州第三师托云牧场上。

“用一年不长的时间， 做一
件终生难忘的事。 ”北京航空航
天大学连续 14 年坚持“研究生
支教”项目，源源不断向西部贫
困地区派送优秀学生。 志愿者们
用自己的坚守，为贫困地区的教
育事业贡献出了一份力量。

“我们的形象， 就是中国青
年的形象。 ”前不久，在“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中国
人民大学的 100 名志愿者，承担
起筹备、联络、礼宾、后勤等多项
工作，累计上岗 664 人次，服务
时长达 6484 小时， 得到组委会
和中外来宾的一致好评。

“奉献、友爱、互助、进步”，
如今，志愿服务正在大学生群体
中蔚然成风。 然而，“风靡”之余，
学生志愿服务应该怎样发展？ 有
什么新趋势？ 如何形成制度化、
常态化机制？ 怎样让志愿服务精
神真正深入人心？ 这些问题值得
我们探究。

志愿服务≠“简单帮忙”

日前，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7
年暑期社会实践出征仪式举行，
63 支实践团队、600 余名志愿者
即将参与到“歆语工程”、多语言
服务中心等志愿服务活动之中。

“歆语工程” 是北京外国语
大学的品牌志愿服务项目之一。
10 年来， 学校共组织了 3000 余
名师生， 赴西部欠发达地区、革
命老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开展了
以语言服务、教师培训为主的扶
贫支教活动， 直接受益人群达 7
万多人。

依托自身优质的外语教学
科研力量，用专业所长从事志愿
服务，这是“歆语工程”成功的秘
诀。 有高校相关负责人介绍，当
下， 学生志愿服务虽然看上去

“如火如荼”，但也常常陷入一种
“简单帮忙”的困境。 不少志愿活
动内容陈旧、形式单一，与社会

需求不吻合，与专业学习的关联
性也很低。

事实上，志愿服务针对特殊
人群，更需要专业化的团队和解
决方案。 而与专业学习相结合的
志愿项目， 也更容易吸引学生，
满足学生的成长需求。 可喜的
是，像北外“歆语工程”这样专业
化的学生志愿服务团队，如今越
来越多：

北京林业大学的杨柳树雌
株调查志愿服务团队， 连续 22
天对五环范围内杨树、柳树展开
网格式全覆盖调查，并对重点示
范区树木进行二维码信息采集，
建立雌株数据库，为北京飞絮治
理奠定了基础；中国政法大学的
法学院法律援助中心，通过接待
来访、回复信件、为当事人出具
法律意见书、代写法律文书等形
式为广大群众提供法律咨询，为
弱势群体撑起一片明镜天空；上
海外国语大学的志愿者组建起
中国问题回答小组，在外国主流
交流网站上解答有关中国方方
面面的问题，承担起青年外宣志
愿者的任务，向世界传播中国声
音……

“让学生在志愿服务的过程
中，真正发挥所学，而且对专业
所学有所提升、有所思考，这样
的志愿服务才能让学生感到更
有收获，也才能在运行过程中更
为持久。 ”许多高校负责人表示。

志愿服务要传递好
“接力棒”

“东乡行”西部志愿者协会是
中国海洋大学志愿服务的一张亮
丽名片。 在西部贫困地区建立起
9个支教点、3 个大学生社会实践
基地，开设多门海洋特色课程，资
助学生近 800 人、捐款近 15 万元
……12 年来，这支团队从一个仅
有 5人的暑期社会实践团， 发展
成了一个 400 名海大学子志愿接
力的学生公益组织。

而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
一套常态化、制度化的志愿服务
机制。 目前，“东乡行”志愿服务
已打破了暑期支教的单一形式，
形成了覆盖全年的扶贫支教活
动， 并且逐步构建起宣传招募、
日常活动、扶贫支教、回校宣传
的运作模式。

完善的工作制度是推动学
生志愿服务活动可持续发展的
有力保障。 在北京林业大学，志
愿服务以项目化的方式进行运
作，学生按需立项、据项组团，然
后通过自主申报、 学院推荐、综
合评审等环节，优秀的项目便会
得到国家或学校的资金支持。 此
外，北京林业大学还依托“志愿
北京”网络平台，实现了志愿项
目发布、志愿者招募、工作时长
记录的网上操作，提升了学生志

愿服务的管理水平。
有高校负责老师介绍：不可

否认，当下的学生志愿服务在项
目制、品牌化、规范性等方面有
很大的进展，但是相比于高涨的
志愿服务热情，制度建设还是相
对落后。 比如，志愿服务活动更
多依赖于行政模式，社团联盟化
管理模式的志愿服务数量有限；
志愿者流动性大、服务持续性不
强，“传递好接力棒” 的难度很
大； 志愿者招募标准较单一，岗
位划分和岗位要求不明确；志愿
者培训缺乏规范与标准，很少着
眼于志愿者的自身发展……诸
如此类的问题，在下一步的探索
过程中亟待解决。

“应该讲，在我们国家，志愿
服务已经从蓬勃兴起的初兴阶
段，逐渐走向理性和规范化的成
熟阶段。 如何从 1.0 阶段， 走向
2.0 阶段，制度建设至关重要。 ”
北京林业大学团委负责人介绍。

志愿精神塑造是一门终生
的“必修课”

志愿服务本身是一项自觉
自愿的行动，但参与志愿服务又
避不开考核、奖励等一系列评价
指标。 二者之间如何平衡？ 采访
中，很多高校老师表示，这是一
个必须要审慎思考的问题。

在大学，学校重视志愿服务

工作， 也采取了一系列鼓励措
施，如将志愿服务纳入综合实践
学分，参与志愿活动可以在奖学
金评比、 评优评先中获得加分，
为优秀志愿项目提供资金赞助，
大力扶持青年志愿者协会等。 这
些政策本是为了激励学生参与
志愿行动，然而有一些学生却为
了证书、为了奖学金、为了当社
团干部，让公益服务掺杂进了不
少功利色彩。

对此，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相
关负责老师介绍： 学生志愿者在
为他人和社会提供服务的同时，
获得社会实践的机会、 获得个人
能力的锻炼、 获得他人社会的认
可，这本无可厚非，但志愿服务最
根本的还是在于“奉献、友爱、互
助、进步”的精神。 而要让这种精
神价值内化于心， 要让学生出于
自我奉献而非自私自利之心参与
志愿服务， 就必须把握好利己和
利他两种动机的平衡， 用有效的
引导防止志愿服务异化的倾向。

“强调志愿服务的精神激励和
过程评价很有必要。 一些团队贡
献、 最佳服务之类的个性化荣誉，
可以捕捉到学生在某一方面的闪
光点；优秀志愿团队的演说、表彰，
可以让学生感受到社会对其劳动
付出的认可。只有充分展现志愿服
务的荣誉感和使命感，让学生从精
神上获得愉悦和满足，志愿服务的
价值才能真正彰显。 ”上海外国语
大学团委老师谈道。

当然， 志愿服务精神不仅要
从大学培养起， 更需要在中小学
阶段就开始着力培养。采访中，不
少学者分析，当下，整个社会的志
愿服务文化已经越来越好， 在中
小学， 学生参与志愿服务的情况
会被纳入综合素质评价， 学生的
志愿服务记录也会归入学生综合
素质档案， 这都在一定程度上助
推学生志愿精神的形成。 但必须
要防范的是，尽管《关于加强中学
生志愿服务工作的实施意见》一
再强调， 学校要制定科学规范的
评价制度，以日常服务记录、组织
评价、服务对象评价为主要依据，
对中学生志愿服务工作进行综合
评价， 但由于综合素质测评可能
会直接影响孩子的升学，所以，也
出现了一些为了获取综合素质分
数、 怀有较强功利性而参与志愿
服务的现象。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国外
许多学校都非常重视学生参与
志愿服务的情况，甚至把学生的
社区志愿服务与课程标准以及
毕业要求结合起来。 比如，美国
绝大多数学校都会开设志愿服
务学习的相关课程；加拿大的安
大略省要求学生必须完成 40 个
小时的志愿服务才能获取毕业
文凭；韩国规定志愿服务活动的
分数占总成绩的 8%等。

“当然， 志愿服务精神的培
育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形成的，而
是应该伴随学生成长的全过程。
不能让志愿服务一阵风，而是真
正常态化、长效化。 ”采访中，不
少专家表示。 （据《人民日报》）

7 月 21 日上午，2017 年四川省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出征仪式在成都师范学院举行。

� � 6 月 25 日上午，内蒙古自治区 2017 年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招募考试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