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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学生国际义工项目调查
面试环节形同虚设公益成分大打折扣 ■ 苏小星

费用存疑

“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做
义工，只要给钱，总有一款适合
你。 ”———这一评价来自张萌，
她曾参与所谓的国际义工项
目。 她告诉记者：“出国做义工
本是一项公益活动， 很多同学
怀着‘付出劳动不为回报只为
世界奉献爱’ 的劲头向某微信
公众号递交了去尼泊尔支教的
申请， 之后被告知需要交纳
6500 元的费用。 ”

仔细听下来， 张萌意识到，
这 6500 元的费用并不包括来回
机票和签证费用。 也就是说，出
国做一周义工，需要向中介交纳
6500 元。“既劳心又伤财，从做
公益的角度来说可谓是大无畏
精神的体现了。 ”张萌调侃道。

在加入相关微信群聊后，
张萌意识到， 并非每个参与者
都只是为了“默默付出、不求回
报”。“每个同学都有自己不同
的想法。 国际义工群里一名 20
岁的女孩报名参加该公众号推
广的尼泊尔活动， 该项目负责
人明确给出了义工活动能够辅
助出国留学的服务和承诺”。

张萌回忆说，当被问到费用
收取是不是过高时，该项目负责
人说活动都是为留学申请的客
户准备的。 活动结束后，义工会
获颁国际义工证书以及该组织
创始人———美国某名牌大学校
友钱老师的推荐信，“项目负责
人还专门向报名的学生强调，证
书和推荐信在申请出国留学时
都是认可的”。

在调查过程中，一名参加过
某中介机构活动的志愿者向记
者提供了她的义工证书，内容为
全英文，标注了从事义工活动的
时长。 这名志愿者说，从证书上
能看到， 这是当地机构签发的，
至于这个机构的资质或者效力
就不清楚了。

其实，对于报名做义工还要
交钱这事儿， 参与者还是认可
的。

“毕竟，项目大多在发展中
国家，我们去帮助的都是弱势群
体，他们大都难以保障自己的生
活，再给志愿者提供衣食住行必
定是个极大的负担，这与义工的
初衷是违背的。 ”曾经参加过某
知名中介公司马来西亚项目的
刘璐对记者说， 另外一方面，组
织活动的机构也需要项目活动
经费，也需要考虑参与项目志愿
者的安全，所以尽量给志愿者提
供安全良好的食宿条件以及保
险，这部分费用就是由参与者提
供了。

可以接受收费，但价格比入
住 5 星级酒店还贵，这就让很多
参与者接受不了了。

刘璐参与的国际义工项目
费用是 2600 元， 义工时长 5
天， 每天平均下来也有 500 元

的预算额度。“但实际住在类似
于国内都不超过 50 元的上下
铺旅舍，20 多个人共用两个卫
生间洗澡， 一天下来的费用也
就 100 元左右， 这样的待遇还
不包括机票， 这不得不让人生
疑。 我们到底是来援助第三世
界国家的贫困孩子还是来援助
组织志愿者活动的商业公司。 ”
刘璐无奈地说。

此外，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
收费高不等于考核严。 在采访
中，一些由商业公司发起的义工
项目负责人称交费不是全部要
求，要经过严格的面试才能决定
报名者是否具备做义工的潜质。
但记者在某中介公司的公众号
上填了柬埔寨支教一周的申请
表，第二天就有工作人员打电话
面试，询问为什么要参加国际义
工、希望从中收获什么、有没有
签证等问题并索要了邮箱地址，
当天便发了义工活动的 offer 及
项目的交费通知单。

公益缩水

通过调查目前的一些国际
义工项目，记者了解到，目前国
内相关机构组织的国际义工时
间都比较短，大部分只有一至两
个星期。 与此同时，很多项目都
在宣传页面上标明：旅行机构车
辆接送、 住宿酒店干净舒适、饭
菜全包，试图以此来吸引更多的

参与者。
“我理解的国际义工体验

是一种新兴的旅游方式， 相比
于传统走马观花式的跟团游，
以义工的身份参与其中能够更
好地融入当地生活， 更深入地
了解异国文化， 更有助于开阔
眼界。 国际义工之行既‘高大
上 ’,又能帮助他人，比单纯旅
游更有意义。 ”在北京上大学的
马维曾参与过一项国际义工项
目，他告诉记者，虽然在义工旅
行过程中对柬埔寨的教育有了
很多了解， 但相对而言还是旅
游成分更多一些，“半天上课半
天玩耍，基本上‘吃遍了暹粒，
逛遍了吴哥窟’”。

参加过相关项目的张腾和
申鑫也坦言，国际义工项目本身
应该是具有提升技能的作用，但
组织方安排不当、 准备不充分，
使义工项目变成了一种“比较丰
富”的旅行，“与国外一些义工活
动相比，国内的这类国际义工活
动似乎很难达到义工目的”。

参加过某公司斯里兰卡项
目的志愿者提供的证书上显示，
一周时间里， 只有 30 个小时用
来从事义工活动，其余的时间则
是在当地导游的带领下吃喝玩
乐。项目上给出的是国际志愿者
活动，公益的成分却在行程中被
大打折扣。

在调查中，记者发现大部
分组织国际义工项目的都是

商业公司，目标群体是青年学
生，各家公司的口号颇让人热
血沸腾 ，类似于“给自己一个
梦想”“换一种生活方式” 等，
引来青年学生在自己朋友圈
转发和推广。

“在这里面，线上选拔免费
体验官是一大亮点，但名额非常
少，选拔标准、审核程序具体有
什么连入选者自己都说不清楚，
只觉得自己是被幸运砸中的‘宠
儿’。 剩下大部分去体验国际义
工的人都是自费。 ”马维告诉记
者，在相关交流群中，还有体验
者透露有些国际义工项目成了
换个说法的深度旅游，公益占的
比重并不大，“每个星期都会有
新的志愿者来，所以被项目组织
者列为帮扶对象的当地孩子也
不会觉得志愿者的到来是来之
不易的，最多就觉得是远方的朋
友来陪自己玩耍。公益义工项目
就像跟团旅游，感觉营利大于公
益”。

在采访过程中，很多参加过
类似项目的同学都认为，出了国
门以后就被扔给当地的组织或
者导游，之前联系的客服只起到
催款和催签合同的作用，此外再
联系客服，很久都没有回应。

除了义工行程缩水，不少机
构提供的岗前培训也存在很大
疑问。 有志愿者提到，培训就是
线上发一些安全须知，并没有针
对义工技能的相关培训。

“这些义工组织有可能存在
隐患，但我们目前还没有更好的
方式以义工或志愿者的身份探
索世界。 ”曾参加过国际义工项
目的小萱这样说。

追求“光环”

当“国际”和“公益”碰撞出
火花，“国际义工行”瞬间显得高
大上。此模式既满足了大学生出
国旅游的心愿，又能让他们收获
丰富的经历和闪耀的光环。问题
是，这不过是“看上去很美”。 一
些国际义工组织有着各种“坑”，
行程安排和最初规划不符、住宿
条件差、乱收费等成了参与学生
最常遇到的问题。

一些存在“坑”的“国际义工
行”为何受大学生青睐？ 一名接
受采访的大学生曾坦言：“我计
划未来申请美国医学院的硕士
研究生，而海外志愿医疗服务绝
对是必不可少的经历，否则根本
没有机会与他人竞争。 ”一些国
际义工组织利用了这种心理，宣
称志愿经历是加分项，有了证书
就能进国外名校。

众所周知， 欧美国家的志
愿服务已有数十年的历史，更
将志愿服务纳入了学生的综合
考评体系。 因此，义工经历也成
为大学生申请国外高校的一大
加分项。 不少“出国党”将这一
纸证书视为迈入国外名校的重
要砝码， 不远万里的义工之行
只为在履历上写一笔“海外志
愿经历”。

回到项目本身，大学生所从
事的义工活动究竟能给当地带
来怎样的效果？

马维告诉记者，成熟的义工
大多具备教学、 救护等专业技
能， 且必须经过报名、 筛选、面
试、培训等流程才可开展志愿活
动。“但一些组织准入门槛过低、
放水严重，使得义工到了志愿服
务地点后往往感到很无力，不知
道自己能做些什么，即使做了也
有种帮倒忙的感觉。 ”

对于大学生来说，目前国内
热门的一至三周短期义工项目，
由于时间较短，让他们来不及真
正进入角色，因此无法给予当地
太多的实际帮助。马维在国内从
事过长期的志愿工作，对此深有
体会：“像孤儿院、特殊人群等应
得到长期陪伴，义工的频繁更替
反而易造成这一群体安全感的
缺失。 ”

“有关部门应对各类以‘支
教’‘义工’ 为名的组织加强审
核，保证其没有欺世盗名之嫌。”
在某高校担任辅导员的于刚对
记者说，而如今大多“国际义工
行”却是交钱就可以，含金量几
何，不言而喻。 斩断其背后的利
益链条，才能断了他们不断“挖
坑”的念头。到那时，义工活动自
然会纯粹、健康得多。

（据《法制日报》）

� � 巴厘岛国际志愿者招募|给你一场穿越火山、云海的梦幻之旅；
冰岛暑期责任旅行招募|漫长的黑夜之后，太阳将不再落下；
五一清迈国际义工招募|与其人海流浪，不如与象共生，穿梭泰北丛林；
狼群疗愈义工旅行招募|在洛杉矶的山谷，遛狼去；
……
当这些有趣又浪漫的标题映入你的眼帘，相信很多人都想点进链接一探究竟，甚至恨不

得立马报名，去体验这些高大上的国际义工活动。 这个暑假，利用假期报名参加各种国际义
工项目的学生越来越多，其中绝大多数为在校大学生。 他们通过向义工组织交纳报名费，参
加一至三周的短期项目，从事动物保护、志愿教学、医疗服务等志愿服务工作，项目地一般为
经济欠发达地区，近至东南亚，远到非洲。

然而，在庞大市场的背后，却存在着相关机构资质不全、组织管理松散、安全隐患无法排
除等问题。

（网络配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