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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志愿服务项目：

一场未成年人群志愿服务的公益试验
中国社会进步与发展中，社

会组织的参与尤为重要，志愿服
务组织作为社会组织的一部分
发挥着重大作用，青少年现已成
为志愿组织发展中的重点领域。

按照志愿服务管理的法律
法规，强调未成年人参与志愿服
务必须要有成年人陪同，教育部
门也加大志愿服务力度， 对中、
小学校均提出了参与志愿服务
的要求。 但关于未成年人如何参
与志愿服务却不太明晰，合适年
龄段的服务项目整体显现社会
准备不足。

本报专访中国宋庆龄青少
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主任郭新
保，讲述他眼中中国未成年人志
愿服务体系的探索之路。

现状： 适合未成年志愿服
务岗位不多

志愿服务有着一套完整的
教案， 因需设立项目尤为重要，
了解并满足志愿服务需求是志
愿服务的核心。

当前，全国志愿服务大多为单
向服务，即主办方提供场地让志愿
者前来服务，但志愿者通过服务能
形成项目体验和学习的并不多见，
这对未成年显得吸引力不够。捡烟
头、 擦护栏等传统型志愿项目，家
长们因外部安全、空气污染、手足
口病菌等也有所顾虑而望而却步。
一些地方为了证明孩子做了志愿
服务，在志愿服务窗口摆放几张抹
布，遇到前来为孩子登记志愿服务
的家长，就让孩子拿着抹布现场擦
拭后给予认证志愿服务行为。尽管
愿意孩子多参与志愿服务，奉献爱
心，但这些项目不符合未成年人的
真正需求。

这些问题反映出针对未成
年人志愿服务岗位研发的不足。

国家推动志愿服务政策上有
四个维度： 一是加强志愿服务制
度化建设，无论国家政策、法律、
志愿服务条款都有着具体内容规
定；二是鼓励多成立志愿组织，培
育志愿组织，支持组织，鼓励志愿
组织为社会提供服务自我生存；
三是研发志愿项目， 针对需求研
发， 通过项目化管理推动志愿服
务行为； 四是大力激励宣传志愿
服务行为。通过政策、队伍、项目、

宣传这四个维度可以更好地推动
全民志愿服务发展。

中国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化
交流中心（以下简称“中心”）认为：
“第一， 应把志愿服务纳入教育全
过程，学校课程、课外活动以及校
内辐射的范围内大力开展志愿服
务；第二，倡导社会以及社会组织
志愿服务，大力开发适合未成年人
开展的志愿服务项目，让志愿服务
在身边、在家庭、在居所、在学校周
边就能开展；第三，发展志愿家庭。
推荐未成年人为户主，将未成年人
的亲戚、同学、朋友作为家庭成员，
以家庭为单位参与志愿服务。这从
法律上来讲解决了成年人陪伴下
未成年人参与志愿服务的要求，攻
克了未成年人志愿服务中的一个
难点。 ”

不过， 这一情况正在发生
改观。

当前，博物馆、图书馆、公共
设施等在检索、码书、图书交换等
志愿服务岗位中已经能看到未成
年志愿服务的身影， 还有些阅读
志愿者， 通过自己的有声行动为
助残、助盲机构的孩子阅读。

这些无疑丰富了未成年人
的志愿服务岗位。

探索：“中学生志愿服务 ”
试验

每年高考期间，北京四中要

求各班学生提建议、 报项目，进
行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活动。 今
年 6 月，北京四中高一八班的 43
名同学来到了中国宋庆龄青少
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开展为期
5 天的小朋友互动体验项目讲
解，成为中心首批“中学生志愿
者”服务团队。 为完成“社会实践
活动”目标，他们通过志愿服务
为参加体验活动的小朋友们提
供讲解展项所涉知识内容，引领
小朋友们完成互动体验。 为激发
志愿团队创新思维，中心的老师
在悉心讲解互动体验项目内容
基础上鼓励同学们发挥想象力
和创造力，创设新的互动体验形
式。 同学们分组对负责服务区域
内的展教活动进行探究，通过自
行设计、制作、角色扮演、模拟体
验等形式，反复研讨，修改方案，
最终创新完成了十个展教项目，
为中小学生的体验活动增添了
新的元素。 参加志愿活动的程远
同学表示，这样的活动增进了同
学们彼此的了解， 促进了感情，
也深刻地感受到工作的不易，更
珍惜学校的生活。

学校有理念、 中心有思想、
孩子有创意，北京四中的社会实
践和志愿服务从设计、 创意、执
行完全依靠同学们完成。 在中心
的志愿服务中，他们需要找到小
朋友的兴趣点，研究、学习，再通
过创意、智慧、合作、执行完成。
这种“大朋友带小朋友”的独特
志愿服务模式，不仅锻炼组织能
力、协调能力、表达能力，还将人
与物、 人与人的关系综合起来，
充分调动了同学们的积极性，到
哪都会受欢迎。

中心表示：“这是一种方向。
原来未成年人参与志愿服务基
本还是简单劳动， 义务劳动，真
正以智力为服务内容的还真是
不多。 实际上，当前适合青少年
和未成年人的项目太少，中学生
志愿服务是一个实验性和示范
性的项目，通过项目实验，引领
项目发展。 ”

当前， 大学属于青年志愿

者、中学属于志愿小老师、小学
属于伙伴体验师（小小志愿体验
师）三个阶段。 小小志愿体验师
因年龄差不多彼此间相互玩耍，
属于伙伴式教育，这个概念作为
志愿服务的延伸是适合的。

中心希望为志愿家庭、青少
年志愿者、中学生志愿者和低龄
志愿者打造一个全龄段都能来
参与的志愿服务机构。

融合：双向“育人”教育

中国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
化交流中心是国家级青少年交
流、交往、活动平台，有着大量的
未成年在这里开展活动。

如何让未成年人更好地实践
志愿服务水平， 提升志愿服务能
力，一开始就摆在了决策者前面。

“高中生们在老师心中是大
孩子， 在小孩子面前是小老师，
在成年人和未成年人之间又是
志愿者。 通过体验奉献时间、精
力和爱心，带着比自己小的孩子
一起体验并照顾他们，培养同伴
文化和同伴教育。 ”

现在大多孩子为独生子女，
通过志愿服务重塑同伴文化，让
大孩子带着小孩子玩耍，用相近
年龄段孩子一起玩耍的伙伴式
教育模式，大孩子对大人的思维
理念易于接受，大孩子的发明创
造也更易让小孩子接受，大孩子
显得更懂得孩子的心。

中心正在打造双向育人教
育平台，既要打造通过展示教育
活动育人的平台，也要打造大孩
子提供奉献、回报社会来培育公
益心、诚信心、关爱心的教育平
台。 真正实现‘寓教于乐’和‘寓
教于志’， 带领未成年人项目体
验受教育， 服务未成年也受教
育，形成两个维度的双向教育。

让儿童体验项目，天性得到
发挥，通过引导互助、助已助人、
乐己乐人，亲和力和团结力明显
增强。 儿童的本性是别人高兴我
也快乐，在中心的活动由孩子来
组织，并从带领者角度去对待其

他孩子，给后来孩子示范，这让
孩子的组织和领导能力无形中
得到提升，让孩子具备更多组织
能力、协调能力、领导能力，更加
出类拔萃。

中心表示：“一些新来中心
的小朋友需要带领，这给有过体
验经历的小朋友在领导力培养
上迎来机会，通过体验的先后顺
序， 自然形成老师和学生的关
系。 孩子们不善言辞到表达流
畅，能力从无到有，从而形成领
导力的培养过程。 ”

发展：“常态岗位”和“课程
研发”并举

北京四中率先提出小假期、
实验期的理念，选择一周时间走
进中心，以志愿者形式参与服务
未成年人，在一同体验的过程中
进行志愿服务，这等同于大孩子
自己也受到了教育。

对于下一步发展， 中心表
示：一是制度化将其变成常态岗
位。 通过网络和线下对接个人、
班级和学校， 形成个人报名、团
体报名和学校共建的三种模式。
二是将志愿服务模式通过研发
课程向深入开展，通过课程活动
化达到志愿服务的目的。

一般人认为志愿服务就是
活动， 但将活动课程化的倒不
多。 课程活动化是整个综合实践
课程研发的总方法，里面含有教
学成分，包括教学目的、教学手
段、教学方法，通过课程活动、讲
解体验、分享总结形成课程化内
容，按照教学流程、教案要求，专
人开发，将活动变成课程。

周一至周五学生在这里开
展拓展类、体验类、实践类课程，
包括教学内容及音、体、美课程
延伸，其中德育领域的志愿服务
课程，通过培训让青少年了解志
愿服务的基本理念和思想，以及
志愿服务的基本知识，通过项目
实践体验和分享总结，感受志愿
服务的不易和付出的快乐，启发
自己将志愿服务当成生活习惯、
生活方式。

另外，制度化是中央对志愿
服务工作的总体要求，通过制度
化的方式来践行志愿服务行为，
从而形成常态化，中心将打造全
龄段都可以找到的合适志愿服
务项目， 这个方向和空间很大，
可以有很大的想象力。

中心在下课后、周六、周日、
寒暑假均长期为青少年提供志
愿服务岗位。 另外，开设志愿服
务实践体验课程，连人带讲现场
服务， 服务完之后彼此分享、点
评，形成完整过程。

中心表示：“分享是激励机
制的一部分。 当前，国际上通行
做法， 一场志愿服务结束后快
乐与痛苦、 收获与感悟均通过
分享环节来实现， 这是志愿服
务提升的核心理念， 是自我教
育的过程。 ”

“大朋友带小朋友”的志愿服务模式，充分调动了同学们的积极性（受访者供图）

中国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一角（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