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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法》《志愿服务条例》等系列重要政策法规为我国志愿服务提供了法律保
障，促使我国志愿服务事业不断发展，也对新时代志愿服务的发展提出了

更高要求。
作为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新时代的志愿服务所彰显

出的价值作用越来越立体，同时其持续发展还需要有更广泛的民众参与，尤其是社区
志愿服务中的中青年参与，这与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的深入影
响紧密相关。 未来的志愿服务需要在提供更充分的保障机制和大力提升志愿服务组织
运作管理能力上下大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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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志愿服务的
多元价值、公众参与和规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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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体多面：新时代
志愿服务的价值与作用

志愿服务的重要使命在
于解决社会问题、满足社会服
务需求以及建设一个文明程
度和公共精神较高的现代化
社会，其价值作用主要有以下
几个层面：

第一，很重要但也容易被
忽略的是对志愿者的作用。志
愿服务是彼此互动的，也是双
向受益的。志愿服务是马斯洛
需求层次理论中自我价值实
现的一种高层次体现。志愿服
务不只是志愿者帮助了有需
要的人，实际上志愿者也在此
过程中受益，比如丰富了自己
的人生阅历和社会生活。 所
以，志愿服务是个人实现社会
价值非常重要的通道和载体。

第二，志愿者补充了社会
组织的力量。志愿者群体或志
愿团队能够很好地助力社会
组织实现自身的愿景、 使命、
宗旨，而志愿服务组织为志愿
者提供了发挥作用的组织载
体。 比如，当前很多环保类公
益机构都很好地采用社会动
员机制，引导了很多环保志愿
者参与到环境保护事业中。

第三， 从社会层面来讲，
志愿服务给大众参与社会公
共事务提供了一种方式和一
个渠道，对整个社会的公益文
化、社会文明氛围的形成具有
很大推动作用。在新时代文明
实践推进的过程中，志愿服务
是其最主要的实践形式。

第四， 从政府层面来说，
志愿服务可以弥补当前政府
在诸多公共服务和民生领域
的供给不足，甚至填补一些服
务空白。 比如，很多志愿服务
组织为留守儿童群体和流动
儿童群体提供了志愿服务，在
助力解决诸多家庭困境的同
时弥补了政府服务的不足。

第五， 从企业层面来讲，
组织员工参与志愿服务是履
行企业社会责任的一种重要

形式，这对于树立企业的社会
形象也有很大的帮助。国务院
国资委、中国社科院、责任云
研究院连续五年发布《中央企
业社会责任蓝皮书》 报告，其
中不少央企也将员工志愿服
务作为自身践行社会责任的
重要形式。 其实，国际上很多
国家和地区的各类企业也都
有这样的做法。

最后，志愿服务在推动社
会转型时期社会问题的解决，
满足不同类型、 不同领域、不
同人群的需求方面也起着巨
大的作用。 比如，在当前城镇
化建设和乡村振兴深入推进
过程中，不少志愿服务组织在
城市流动儿童和农村留守儿
童的社区照顾和民生服务方
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广泛参与：新时代
志愿服务的未来拓展

志 愿 服 务 是 一 种 软 实
力，一个国家 、一个城市 、一
个地区甚至到一个社区 ，其
志愿者人数、 志愿服务活动
频次、 志愿服务组织数量和
志愿服务活动质量， 都是现
代治理软实力的重要构成部
分。 我们期待志愿服务能够
成为每一位公民追求和向往
的时尚生活方式。

一、动员公众更好参与志
愿服务的路径策略

从管理者角度来说，应该
提供更多的志愿参与的肥沃
土壤。 一方面，在组织的准入
准出或者培育上，应该更有活
力或者更宽松，无论是高校社
团还是备案类社区社会组织，
降低门槛让更多人加入进来；
另一方面，要增加更多的渠道
或载体，让志愿服务组织参与
进来并获得提升发展，比如研
发比较好的持续性强的志愿
服务项目，以及对多元化志愿
服务进行支持。

从规范持续的角度来说，
需要一系列持续性强的志愿
服务项目，让志愿服务从碎片

化、 零散化迈向系统和整体
性。无论是志愿服务组织还是
志愿者，都特别缺少行业共同
体和彼此间的紧密连接，这就
使得很多人参与志愿服务碎
片化、零散化，使得志愿者在
评估自己的志愿服务价值时
大打折扣，并导致后续参与的
持续性不强。 因此，这就应研
发一些系统性、持续性、长久
性的志愿服务项目， 将一次
性、活动化的志愿服务变为持
续性、项目化的服务。同时，扩
大扎根性、本土性社区社会组
织数量，增强社区治理和民生
服务的持续性和规范性，提升
基层社区治理中的“社会协
同”和“公众参与”力量。

当然，并不是说活动化的
志愿服务不再需要了，只是说
未来希望持续性的项目化的
志愿服务能够越来越多地出
现。无论是对志愿者的成长还
是对服务对象问题的解决，还
是对公益文化的打造、公共精
神的培养，都将更有帮助。

二、社区志愿服务需要更
多中青年力量

从目前现状来看，志愿者
可以大致分为三类：一是青年
志愿者，大都依托高校青年志
愿者协会或公益社团参与志
愿服务； 二是社会志愿者，大
都依托社会组织参与志愿服
务；三是社区志愿者，依托城
乡社区组织和志愿类社区社
会组织参与志愿服务。前两类
其实都是以青年人和中青年
人为主的。

当我们谈及如何调动年
轻人参与志愿服务的话题，大
都是在第三类志愿者类型。因
为现在在社区里参与志愿服
务活动或在志愿服务组织中
充当主力军的基本都是老年
人。 客观来说，这是现阶段社
区志愿服务的基本特点。我们
可能无法想象，如果这些老年
人都不参加社区志愿服务了，
基层志愿服务会变成什么样
子，所以我们要珍视社区志愿
服务中的老人参与。中青年群

体参与社区志愿服务是当前
一大难题，但也可探寻空间和
逐步破局。

一方面，引导中青年人参
与志愿服务， 可从孩子入手，
进而进入家庭加以带动，因为
孩子是中青年群体最为关注
的议题之一。 比如，北京市朝
阳区大屯街道富城家园社区，
通过从孩子服务入手，挖掘骨
干力量，并进而成立社区儿童
志愿服务队并带动家长参与
社区公共事务，给中青年人参
与提供了空间。

另一方面， 应利用好已
有的中青年群体与社区发生
互动的契机， 动员其参与进
来。 这里的互动契机主要是
指在职党员回社区报到，比
如北京朝阳区崔各庄乡京旺
家园一社区借助“在职党员
社区报到”机制，引导在职党
员回社区报到， 让党员跟社
区发生关联， 并不断挖掘其
中的骨干力量和引导成立了
一个志愿服务队， 面向社区
少年儿童开展公益服务。 这
可以很好地引导中青年群体
参与社区志愿服务。

再一方面，在新冠肺炎疫
情反复及常态化防控期间，不
少社区居委会很好地动员了
不少中青年居民志愿参与社
区疫情防控，也有一些中青年
居民主动参与社区志愿服务，
他们在卡口执勤、核酸检测等
方面发挥了很好作用。这就需
要各社区居委会保持好与这
些中青年志愿者的紧密联系，
并引导其不断深入地参与到
社区治理和社区志愿服务之
中，逐步构筑以中青年群体为
主要代表的社区志愿服务组
织和志愿者群体。

总之，我们应该紧紧围绕
新发展格局，按照“十四五”规
划提出的“广泛开展志愿服务
关爱行动”的要求，紧贴我国
志愿服务事业发展的实际和
需求， 着力构建党建引领、政
府主导、民政主抓、群团配合、
组织健全、社会支持、人人参

与的志愿服务事业新格局，致
力推动志愿服务人人可做、志
愿服务人人可为，营造志愿服
务发展的良性氛围。

规范发展：新时代
志愿服务的努力方向

志愿服务只靠一腔热情
是不够的，还需要一定的方法
和技能以及恰当的规范和伦
理要求。现在不少志愿服务的
内容还过于简单化、 形式化，
志愿者的培训体系、激励机制
还不够健全，志愿服务组织的
规范性也待提升，志愿服务保
障机制还不够健全。这就需要
强化志愿服务的保障机制和
运行体系建设。

一是政府要为志愿服务
提供全面有效的保障机制。比
如政府可通过志愿服务项目
支持计划，为志愿服务组织提
供支持并在其承接项目过程
中提供赋能支持和规范要求，
还可以为志愿服务组织提供
各种外部环境支持，如场地支
持、能力提升等，同时扩大社
会资金的支持，助力志愿服务
更好地发展。

二是需要不断提升志愿
服务组织的运行管理能力。
这就需要整合外部资源和力
量助力志愿服务组织规范化
发展，比如组织各种系列性、
深入性的能力建设和主题培
训， 加强志愿服务组织在社
会动员、志愿者管理、服务项
目设计与管理、 服务流程管
理、 督导与评估等不同维度
的能力提升。 当然，志愿服务
组织要在保有初心的同时加
强社会动员能力， 不断提升
服务理念和服务能力， 这样
才能更好地实现组织自身的
愿景、使命和宗旨，体现自身
的价值与作用。

（本文系共青团北京市委
委托课题 “北京青年社会组织
参与急难险重任务的作为空
间 与功 能 作用研 究———以 疫
情防控为例 ”的部分成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