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王勇

２０19．11.12 星期二 责编：王勇 美编：王坚

News 05新闻

高校公益教育：如何从边缘走向主流

巨大的公益人才缺口

最近十年来，我国社会组织
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就业人口需
求不断增加。

民政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
至 2018 年底， 全国共有社会组
织 81.7 万个， 比上年增长 7.3％；
吸纳社会各类人员就业 980.4 万
人，比上年增长 13.4％。 社会组织
就业人口的增长速度超过了数
量的增长速度，显示出行业对人
才的极大需求。

而按照我国 7.8 亿的就业人
口计算，社会组织就业人口占比
还只有 1.26%。 这一水平远低于
国际水平。 据黄浩明介绍，美国
社会组织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
口的比例已经接近 10%。

照此计算， 我国社会组织领
域的就业人口需求还有数千万的
缺口。要填补这一缺口并不容易，
由于社会组织领域存在专业性门
槛，并不是人人都可以加入的。

“即使是普通的公众参与到公
益事业中也需要有相应的专业素
养和能力，需要有专业的意识。”华
东师范大学社会组织与社会治理
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周俊强调。

从专业的角度来看，社会组织
领域最需要的是项目管理、 筹款、
传播的人才， 随着行业的发展，人
力资源、法律、财务等偏后台职能

支撑的人才需求也越来越强。
从组织治理的角度，社会组

织需要负责决策的治理人才、负
责执行的管理人才、负责监督的
监守人才。

与此同时，社会组织一般人
力规模不大，导致大多数成员往
往身兼数职。 要找到这样的复合
型人才并不容易。

“我们一年到头不停地面
试，各种筛选，问题是很难找到
一个特别跟机构契合的项目官
员或者传播官员。 ”敦和基金会
副秘书长孙春苗表示，“整体的
匹配度比较低，这是我们机构现
实的情况，我了解到其他的机构
也是这样的。 ”

基金会与高校合作办学

公益行业人才短缺的现状
却已经成为困扰公益组织发展
的主要瓶颈之一。 为了解决之一
问题，公益行业和高校一起进行
了探索。

2012 年， 上海宋庆龄基金
会、基金会中心网和北师大珠海
分校三方合作建立了北师大珠
海分校宋庆龄公益慈善教育中
心，开展公益慈善领域本科层次
人才的培养。

2014年， 南京工业大学浦江
学院与中国侨联合作设立公益慈
善管理学院， 开设公共事业管理

（公益慈善管理）四年制本科专业。
2017 年，华东师范大学和紫

江公益基金会合作设立华东师
范大学紫江公益慈善中心，开展
了包括公益慈善管理辅修计划、
公益慈善管理人才暑期学校计
划、海外访学研修计划等在内的
公益慈善教育项目。

2019 年，敦和基金会发起了
“敦和·善识计划”，20 位获得项
目资助的高校老师将围绕《社会
与公益》《社会创新与创业》《慈
善伦理与文化》等开展公益慈善
通识教育……

“在当前的人才培养体系当
中融入慈善和公益的要素，既是
让学生得到更全面、更美好的成
长和发展，也是为提升社会治理
水平，构筑美好生活的工程人才
储备。 ”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
童世骏表示。

公益教育的探索创新

合作机构成立后，公益教育
的探索创新在高校中逐渐迈开
了步伐。

一方面，完全按照四年制本
科的方式打造的专业开始出现。

浦江学院公益慈善管理学
院的四年制本科专业开设了项
目管理、资金筹集、公关传播、行
政管理四大核心课程。

一方面，高校老师开设的公
益慈善公选课在多个学校出现
了。“单个老师的力量也不容忽
视，这种星星之火，可能在未来
几年会发挥不小的推动的作
用。 ”中央民族大学基金会研究
中心主任李健表示。

在教育方式上，与行业紧密
结合成为共识。“我们的课程有
个底线原则，必须要保持超过 1/
3 的课程是实务课程。 我们还保
证了 1/3 的老师来自实务界。 ”
北师大珠海分校宋庆龄公益慈
善教育中心主任杨志伟强调。

浦江学院公益慈善管理学
院教授谢家琛则表示：“光在学
校里面培养不出公益人才的。 所
以要鼓励我们学生到一流的基
金会实习。 ”

这些探索已经取得了初步
的成效。 以紫江公益慈善中心为
例，据童世骏介绍，截至目前，已
经有来自全国各地高校学生和
社会公益人士近 600 人参与修
读了紫江公益慈善中心的课程，
举办了两届公益慈善教育人才
培养高峰论坛。

“我选公益课程最主要的原因
我做了很多的志愿者活动，但是并
不了解社会发展跟公益的关系，我
想通过公益课程去了解更多关于
公益背后的故事。 ”华师大社会工
作系大二学生关雅文表示。

这些在高校接受了公益慈
善教育的学生在毕业后进入公
益行业，为行业注入了难能可贵
的新鲜血液。 据杨志伟介绍，他
们大概有 60%的学生和校友在基
金会就业。

“一个大学生学了四年的公
益慈善，他对于这个行业认同感
非常强。 他们来到这个行业，可
以解决人员流动和不稳定的情
况。 ”李健强调。

从边缘向主流推进

尽管已经有了不少的创新
探索，但公益教育在高校中仍然
还处于比较边缘的位置。

“早期的高校公益教育是作
为一种边缘性的探索和尝试，是
以辅修的方式，或者是项目制的
非正式的办学的形式在探索。 ”
李健表示。

截至目前，公益慈善课程仍
然没有进入高校的专业目录。 已
经开展公益慈善教育的多是民
办高校，只是近几年才有包括北
师大在内的少数公立学校加入
到了公益教育的阵营当中。

与此同时，还有一个十分现
实的问题———主动报公益专业
的还是少数，很多是调剂过来的
学生。“公益慈善是个很小的行
业，知道的人很少。 ”谢家琛表示

“从公益慈善人才供给方来
看，高校还没有真正发挥作用。 ”
黄浩明强调。

与此同时，已经开展公益教
育的高校还面临着如何才能有

效开展公益教育的问题。
在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副院

长、创业学院执行副院长刘志阳看
来，公益教育是个新物种，面对的
对象是新新人类；教育内容里需要
加上新技术；要有新的场景设置去
吸引学生；需要新的教师去回应这
些变化；需要设定新的目标。

“要触动到原有的教学体
制，要修改、修订、变更，协调起
来的工作量就非常大。 ”基金会
中心网执行副理事长兼总裁程
刚表示，这就导致高校的变革周
期会很长。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从高校的层面， 李健认为，需
从政策设计、 课程体系研发入手，
同时加强高校与公益实务界的合
作，共同培养符合时代发展的公益
新人。 杨志伟则提出，应从教育体
制改革、高校课程创新和教师培养
三个角度促进公益慈善事业发展。

“我觉得高校把空间释放出
来就好了。 我特别希望高校让学
生更多的参与社会实践，跟社会
连接。 ”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秘
书长吕全斌表示。

从基金会的角度，上海宋庆
龄基金会副秘书长杨晔表示，基
金会与高校要在公益教育上达
成共识，同时希望高校的管理层
面能够提供一定的灵活性，允许
这种探索的进行。

“我希望有更多的资助型基
金会，还有更多的大学，大家一起
协同创新， 一起来努力地把人才
供给的缺口补上。 ”孙春苗表示。

华东师范大学紫江公益慈
善中心举办“应然·实然———高
校公益教育的创新探索”论坛的
目的正在于此。

这已经是中心举办的第三
届公益慈善教育与人才培养高
峰论坛，“我们希望推动更多公
益行业和高校的学者专家一起
探讨公益教育的学科建设、人才
培养与行业需求，给中国的公益
教育带来新的思路和启发，共同
推进公益教育事业的发展。 ”紫
江公益基金会秘书长陈琳强调。

� � 随着公益组织的蓬勃发展，公益人才的缺口和需求量急
速增大。 如何才能满足这一需求？ “高校应该是成为我们公益
人才的供给方。 ”深圳国际公益学院副院长黄浩明表示。

公益人才培养是公益事业发展的基础和支撑，高校公益
教育的重要性正在逐渐凸显。 那么，目前我国的高校公益教
育是否回应了公益行业的需求呢？ 如何才能进一步推进高校
公益教育？

11 月 3 日，在由华东师范大学紫江公益慈善中心主办的
“应然·实然———高校公益教育的创新探索”论坛上，来自高
校、公益行业、政府部门的嘉宾就此进行了深入探讨。

2017 年，致力于公益教育的华东师范大学紫江公益慈善中心成立

紫江公益慈善中心学院参与社会实践

� � 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童世骏在致辞中表示，有志于从事公益行业的大学生有情怀很重要，但还需
要相应的素养和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