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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志愿服务社区：

让志愿青春力量延伸到社会治理的“神经末梢”
禁毒法制宣讲、 家电维修、

社区文明治理……大学生志愿
服务社区能做些什么？ 又有哪些
新“花样”？

“筑绿菜单”打造社区居民
美好生活

插花艺术、无土栽培、日常
植物养护、花卉栽培……在武汉
的一些社区，这些生活中的“琐
事”， 如今已然成为不少居民茶
余饭后的小美好。

这还只是 1.0 版， 因为华中
农业大学志愿者们的加入，学校
周边社区居民的生活环境近几
年得到了不小改观。 社区荒地改
造、屋顶花园……越来越多看得
见、摸得着的美好正逐渐显现。

从知识科普、园艺体验到亲
身实践，华中农业大学张瑜服务
队的学生，为社区居民设计了一
整套由浅入深、层层推进的“筑
绿”体验之旅。

“我们用趣味体验改变传统
‘环保’给居民的刻板印象，将其
转化为兴趣爱好， 提高环保意
识，化被动为主动。 ”华中农业大
学园艺林学学院团委书记、“筑
绿江城” 项目负责人熊萧萧介
绍，团队成员是一群来自园艺学
相关专业的大学生志愿者，他们
将自己的专业知识运用到社区
志愿服务当中，为社区环境绿化
和景观优化提供支持。

熊萧萧介绍，最初，应社区
工作人员邀请，项目实施团队有
机会进社区，依托专业知识贡献
一份志愿服务之力，比如开展基
本的植物认知、花卉养护等知识
的科普，“从一开始就是根据社
区需求精准开展志愿服务的”。

“后来，找上门的社区多了，
我们通过调研充分了解社区绿
化特点和居民关于环境美化、家
庭园艺等方面的需求，有针对性
地制定社区‘筑绿菜单’，建立菜
单库。 ”熊萧萧说。

“筑园·添绿”是团队开展的
项目内容之一。 如何在社区注入
绿植？

在他们看来， 绝不是随意种
点花草这么简单。前期，志愿者们
会利用课余时间深入社区实地调
研，进行土质勘测、地形测绘、微
环境调查分析， 并制定初步种植
方案。经过讨论确立方案后，志愿
者们会号召并指导居民一起加入
进来，共同种植和定期养护。

“邀请居民加入，不仅能及
时反馈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和疑惑，进行总结、答疑、记录；
志愿者们还经常根据实际需求
在日常养护中穿插知识课堂。 ”
熊萧萧期待，通过志愿者和居民
互动， 加深居民对环境的亲切
感，能够带动大家主动改善社区
环境。

项目自成立以来，“知园·解
颐” 环保创意小课堂开展 40 余
次，“品园·造艺” 举办园艺体验
类活动 50 余次，“筑园·添绿”组

织种植养护活动 20 余次， 受益
居民人次超过 20000。

在玫瑰湾社区，团队成员定
制“屋顶花园”菜单，用 8 个月时
间，将原本搁置的屋顶荒地打造
成约 250 平方米的花田，并且制
定了花园规划计划和种植日志。

“玫瑰湾社区的屋顶花园是
我感觉最实在的收获。 ”志愿者
赵伶艳说，一片荒地，经过半年
多的调研改土种植，最后开出了
一片郁金香。“看到花的那一刻，
觉得那片花田不仅开在了社区
的屋顶上，也开在了每一个志愿
者的心里”。

团队成员总是在这样一次
次阶段性收获中感受到志愿服
务的温暖，获取持续志愿服务的
新动能。

“百姓城管”为社区治理注
入“营养液”

带着学生一起参与社区志
愿服务，常熟理工学院化学与材
料工程学院团委副书记耿颖最
开心的就是看到社区有人因为
他们的参与而变得更好。

曾经，他们在做禁毒法制宣
传进社区的时候，志愿者们遇到
一名有过吸毒史的姑娘。

她和志愿者差不多年纪，却
没再读书。“看到我们的时候，她
试探着问，你们是大学生吗？ 做
这些宣讲免费吗？ ”耿颖说，当得
知他们是志愿者、了解了他们在
做的事情后，那位姑娘也表示想
加入进来。

让大家开心的是，后来在志
愿者的鼓励下，她不但加入到社
区志愿服务当中，还跟着大家一
起到苏州戒毒所参与志愿服务。

如今，这位曾因吸毒待业在
家的女孩状态越来越好，找到了
一份不错的工作。

在参与社区志愿服务工作
过程中，志愿者们会发现，不少
社区治理工作虽然有相关部门
跟进，但是在具体工作中还是会

因为基层人手紧张等一些原因
不能完全得到落实。

“志愿者的加入，对社区青
少年的引导更细致，一定程度弥
补了各部门工作衔接的缝隙。 ”

常熟理工学院团委副书记
吴涛觉得， 大学生志愿者进社
区，恰好是推进有关机制落实中
的一个补充。 他有个比喻，城市
文明就像树干、树枝，志愿者进
社区服务，就好比“营养液”，“精
准、细致的服务，可以渗透到社
区每个角落”。

“社区是城市文明的‘末
梢’，需要‘营养液’的‘滋润’才
能更好地展现城市文明的基
础。 ”作为常熟理工学院“营养
液”大学生百姓城管社区志愿行
项目负责人，耿颖解释，大学生
志愿者开展志愿服务工作，看似
平常，但实际上，却在潜移默化
中为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和社
区文明输送能量。

她举了个例子，社区工作人
员精力有限， 社区市容秩序混
乱、乱扔垃圾、乱设摊、乱张贴等
现象难以制止， 在城管局带领
下，志愿者们协助社区管理和维
护社区良好环境，并引导社区居
民通过“常熟志愿者”平台申请
成为百姓城管，进行社区志愿服
务，共同维护市容市貌。

“大学生志愿者进社区，不
是简单地做服务，更多在于培养
他们服务社会的意识。 ”吴涛说。

在常熟理工学院，经过长期
探索， 一支 80 多人的志愿服务
团队兵分 5 路，常态化开展志愿
服务。

耿颖举了个例子， 团队以
“社区-街道-大学生” 为主线开
展的街道家电维修、 旧物回收、
安全知识宣讲等，就是符合社区
需求的精准志愿服务。 而这种

“社区提交服务需求， 街道作为
中转站，负责供需对接，大学生
志愿服务队负责落实” 的模式，
也在其他志愿服务活动当中得
到了推广。

大学生进社区开展志愿服
务，怎样才能确保不成为“面子
工程”？ 相关人员合法权益又如
何保障？

他们探索出一套适合本地
的方式。 常熟理工学院、常熟市
城管局、常熟教育局共同指导运
行，城管局和教育局作为中间桥
梁纽带，引入街道参与，为学习
与社区活动共建提供保障。

耿颖介绍，几家单位共同给
予政策支持和经费保障，项目实
施由“营养液”大学生百姓城管
社区志愿行团队执行；社区为学
生提供广泛的社会实践基地，有
效拓展了高校社会实践新空间，
确保了实践育人出成效。

“目前，项目开展 3 年，覆盖
常熟市 6 个街道， 对接了 29 个
社区。 ”耿颖感受到，这些学生们
正在以实际行动，带动广大市民
参与城市管理，为建设文明美丽
新常熟、强富美高新江苏、美丽
中国贡献大学生的青春力量。

让志愿服务制度化

大学里的一个班级学生，持
续对接一个社区，而且一届届学
生互相传承，接力参与，难吗？ 事
实上，这样的大学生志愿服务社
区活动，在青岛职业技术学院已
经开展了 5 年多。

2014 年，全国首个由高职院
校和街道办在城镇社区建设的
社区学院在青岛市灵珠山街道
办事处揭牌。 校、地双方签署战
略合作协议，学院和社区分别发
挥人才优势和地域资源优势，聚
焦社区需要，志愿服务成为共建
项目之一。

相鸿鑫是“社区 1+1”项目团
队的一员。 她介绍，那会儿正赶
上当地加快推进新型农村社区
建设，同学们每周固定时间到社
区开展挂职锻炼、 义务支教、文
化传承等志愿服务活动，助力西
海岸新区社区建设。

与其他大学生志愿服务社

区不同的是，在这所学校，每个
院系对接一个街道，每个班级负
责一个社区。

“我们建立班级社区对接机
制，就是为了加强大学生社区志
愿服务制度化建设。 ”青岛职业
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刘甲珉介
绍， 学院打造“美丽乡村行”品
牌，常态化志愿服务课程，学生
把进入社区参加志愿服务当作
课堂的延伸， 以社区助理的身
份，参与到社区管理事务中。

比如，以灵珠山社区学院为
切入点，每个院系、每个专业都
有相对固定的志愿服务基地，共
同构建了百个班级对百个社区
模式。

班级与社区对接， 怎么接？
接什么？ 这些在二级学院与街道
办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中，都有
明确规定。 另外，分管学生工作
的领导担任所在二级学院总指
挥，结合自身专业优势，与对口
社区对接确定分工分片与形式。

值得一提的是，在青岛职业
技术学院，大学生志愿服务进社
区不仅考虑到不同社区的现实
需求，也为学生构建了阶梯式志
愿服务培养模式。

高真是学校团委老师，她介
绍，大一新生入学时间短，志愿
服务意识培养很重要， 这个时
候，学校会组织大家参与一般性
志愿服务，比如进社区、敬老院
开展常规服务。 到大二阶段，不
少学生参与志愿服务形成了一
定习惯，个人专业技能也有所提
升，表现优秀的学生就能够参与
到“家电维修”“小马支教”这样
的社区志愿服务品牌项目。

高真发现， 经过前期锻炼，
在大三面临毕业实习时，不少长
期参与志愿服务的学生，会选择
到贵州山区进行为期一年的支
教活动。

2014 年开始，青岛职业技术
学院获批可以选拔学生参与“西
部计划”志愿服务。 这些年，越来
越多的学生报名到西部去。 高真
说，学校这种阶梯式志愿服务培
养模式，让学生们先适应了一般
性服务， 慢慢尝试难度大一点、
条件苦一点的， 到毕业的时候，
他们才有能力和勇气报名“西部
计划”志愿服务，扎根西部。

大学生志愿服务社区的平
台搭建好了，学生也更愿意积极
参与其中。 在这所学校，学生毕
业时，除了毕业证，还会获得一
本志愿服务证书。 原来，自 2014
级在校生开始，学校实行《青岛
职业技术学院大学生志愿服务
证书制度》， 正式将制度列入人
才培养方案，在校生累计服务时
间达到 100 小时的志愿者，认定
4 学分，才能毕业。

高真坦言：“好多学生一开
始为了学分去的。 ”但是一个变
化是，这些学生去了，大都会有
不一样的感受，慢慢喜欢上志愿
服务，开始定期参与。

（据中国青年报）

志交会公益导师分享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