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进入 2020 年， 疫情防控成为志愿服务最重要的内容；
与此同时，社会治理、乡村振兴、文明实践、扶贫攻坚等志愿
服务继续推进。 为此，广东省社工与志愿者合作促进会、广
东省团校志愿服务研究中心连续开展两次全国性志愿服务
问卷调查 ：第一次是 2020 年 2 月开展的‘各省市志愿者参
与疫情防控服务问卷调查’， 第二次是 2020 年 4 月开展的
‘文明实践与公益小镇志愿服务问卷调查’， 其中都涉及未
成年人参与志愿服务情况。

两次调查均由‘社志会’微信公众号发出问卷 ，志愿者
通过网络填写回答。 第一次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 9926 份，
其中 18 岁及以下人员占 8.64%。 第二次调查共回收有效问
卷 40551 份，其中 18 岁及以下人员占 5.05%。 全国 31 个省
（区、市）都有志愿者填答问卷。

未成年人参与志愿服务有哪些新领域、 新内容、 新方
式？ 未成年人参与志愿服务与成年人有什么区别，需要把握
哪些特点？

调查团队以‘文明实践与公益小镇志愿服务问卷调查’
的数据为主，结合疫情防控问卷调查数据，聚焦上述重点问
题，对未成年人参与志愿服务情况进行了初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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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参与志愿服务的问卷调查报告》最新出炉

未成年人：中国志愿服务的新生代
未成年人越来越主动参与
志愿服务，动机多样

问卷调查显示，未成年人在
过去的一年中， 参与志愿服务
“每年 1 次”占 41.04%，“每季度 1
次” 占 30.78%，“每月 1 次”占
19.59%。 调查表明， 未成年人参
与志愿服务主要是为了体验和
感受，每年用一定的时间参与帮
助社会、帮助他人，从而奉献爱
心、服务学习。

进入 21 世纪， 结合未成年
人思想道德教育和人格全面发展
的需要， 借鉴国外未成年人参与
志愿服务的经验（包括亲子义工、
志愿家庭、 学校志愿服务等），我
国越来越多地倡导和鼓励未成年
人参与志愿服务。从调查数据看，
参与频率在逐渐增加。

未成年人的志愿服务参与
动机也呈现多样性。

从调查数据看，未成年人选
择“帮助有需要的人”占 70.25%，
中老年人选择“帮助有需要的
人”占 79.40%。 但在其他选项上
呈现出差异性，反映不同年龄的
志愿者在动机和需求上有所区
别。 如“锻炼自己的能力”选项，
中老年人选择率是 28.63%，未成
年人选择率是 49.78%；对于“增
加社会见闻，获得和丰富自己的
经验”选项，中老年人选择率是
19.78% ， 未成年人选择率是
26.62%。

通过比较分析，调查团队发
现， 未成年人由于正处于学习、
成长阶段，更期望在志愿服务中
锻炼能力、丰富经验，从而提高
适应社会生活的素质。

广东省团校志愿服务研究
中心教授、广东省社工与志愿者
合作促进会会长谭建光表示，成
年人与未成年人在参与志愿服

务的时候，都有帮助社会人群的
愿望，也有自我丰富和提升的需
求，但是未成年人的自我发展需
求更加强烈、突出一些。

未成年人安全有序参与志
愿服务，途径多样

近年来，我国志愿服务领域
越来越广泛、 内容越来越多样，
未成年人能够根据年龄特点选
择参与简便、易行、有效、安全的
志愿服务项目。

从调查数据看，未成年人参
与最多的是“环境维护”服务，包
括环境保洁、绿化维护、环境美
化等，占 56.81%；其次是扶贫帮
困（为下岗职工、残疾人、老年
人、失学儿童、特殊困难家庭等
弱势群体提供帮扶），占 31.12%。

值得注意的是，在新冠疫情
防控志愿服务过程中，未成年人
也积极关注并参与。

调查发现，成年人和未成年
人参与防疫志愿服务的渠道差
异较大，也反映出未成年人社会
动员的不同渠道。 在疫情防控最
紧张的时候，大中学生都放假离
开学校回到家中，参与此项工作
主要不是“单位（学校）的要求”，
而是出于自己的主动和热情。

未成年人拥有较多自主性、
灵活性。 对于“社会组织招募”

“亲戚、朋友等他人介绍”两个选
项， 未成年人选择率分别是
61.42%、42.07%，均高于成年人选
择率。 可见，未成年人主要通过
公益机构、 志愿组织招募和家
长、 亲友介绍参与防疫服务，在
社区和乡村防控宣传、环境卫生
等服务中发挥作用。 调查数据反
映出近年来志愿服务社会化程
度提高，单位之外的志愿服务参
与机遇增多，未成年人可通过不
同的途径参与服务活动。

选择适合易行的志愿服务
项目，有利于保障未成年人的安
全健康。 因此，未成年人志愿者
特别是中学生志愿者较多选择
网络防疫服务项目，通过网络渠
道开展志愿服务。从调查数据看，
未成年人运用网络“转发、宣传相
关的防护知识” 的占 48.25%，“转
发疫情防控志愿服务信息” 的占
46.97%，“转发捐款捐物的信息”
的占 21.56%。此外，未成年人还通
过网络参与“艺术战疫” 志愿服
务， 编写和创作激励抗击疫情的
文艺作品； 通过网络开展慰问和
沟通，为隔离观察、居家防护的人
员提供温馨关怀等。

调查团队还发现，在全国各
地的试点县区， 未成年人积极参
与到文明实践志愿服务之中，一
方面运用生动活泼的方式宣传新
时代新思想，传播文明生活方式；
另一方面在志愿服务中获得体验
和成长，提高思想道德水平。

从调查数据看，未成年人对
于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宣讲方式，
选择率排第一、第二位的分别是

“理论观点新颖”（占 47.83%）、
“多讲案例故事”（占 44.94%）。
这表明，未成年人在学习和掌握
新思想新理论的过程中更喜欢
新颖、活泼、生动、有趣的方式，
这些方式能够实现“寓教于乐”
“润物细无声” 的主流价值传播
效果。

伴随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
展， 特色小镇建设掀起热潮，其
中，公益小镇建设即通过发展公
益志愿服务和营造友善关爱文
化，构建和睦生活、共建共享的
家园，成为新时代城乡发展的新
动向、新趋势，也成为未成年人
参与志愿服务的新场所、 新途
径。 调查发现，未成年人乐意参
与 公 益 小 镇 志 愿 服 务 的 占
72.64%。

未成年人成为志愿服务的
新生力量

“伴随中国志愿服务的发展
壮大，未成年人参与志愿服务将
成为促进成长成才的有效途
径。 ”结合近些年的走访调研以
及问卷调研结果，谭建光表示。

为什么未成年人近年来逐
渐成为志愿服务的新生力量？

谭建光解释，之前志愿服务
一直没有发动和推动 14 岁以下
未成年人参与，但是这些年教育
部门、各级团委、文明办等部门
陆续针对中学志愿服务发文，并
在一些社区内组织小志愿者开
展亲子志愿服务活动。“这几年
从党和政府各级部门政策、推广
等方面，对未成年人参与志愿服
务越来越重视。 ”

他也提醒，目前从安全风险
的角度考虑，未成年人参与志愿
服务要有监护人陪同或者征得
监护人同意。

去年， 谭建光曾到深圳调
查，发现一个现象。 有些志愿者
告诉他：“我们现在快‘下岗’
了。 ”原来，中学生有参与志愿服
务的相关要求，很多学生要到图
书馆等相关岗位服务，所以成年
人志愿者就会在寒暑假等中学
生志愿者参与比较集中的时间
段把岗位让给他们。

另一方面， 谭建光还了解
到，很多家长越来越支持孩子参
加志愿服务， 让孩子在志愿服
务中为社会作贡献的同时锻炼
孩子。 以参与式锻炼替代说教，
让孩子在人格、 能力等方面得
到提升， 这是家长比较看重和
支持未成年人参与志愿服务的
一个重要因素，这也是未成年人
成为志愿服务新生力量的一个
客观因素。

谭建光表示，未成年人参与
志愿服务成为一种新生力量，有
两个方面的效应。 志愿服务现有
主体力量的基础上，新生力量是
一种补充，另外，新生力量带来
新的活力和新的特色。

谭建光团队进行实践调查
发现，在好几个试点县区，一些
小学的志愿服务活动在这里开
展，小孩子的思维在实践中得到
开发，同时，在对本地民俗文化
的挖掘中， 小孩子融入文明实
践，使得文明实践更有活力。

谭建光多年从事中国青年
志愿者的发展方向研究， 他表
示， 未成年人参与志愿服务的
双功能长期客观存在， 但是过
去对此研究不够， 他在之前的
研究中就曾提及青少年志愿服
务的双功能。“很多中小学老师
向我反馈，双功能对他们很有
启发。 过去一般理解志愿服
务就是帮助他人，但是对于青
少年来讲， 真正帮助他人的功
能只是一个部分， 更重要的部
分是自我体验、自我教育、自我
成长。 ”

谭建光解释，从育人的功能
来说， 如果仅仅是灌输式讲道
理， 孩子们接受起来相对被动，
但通过参加志愿服务进行亲身
体验，效果就会更好。 比如到敬
老院参加志愿服务，看起来是陪
伴老人，但是在交流中老人的经
历或者一些鼓励，会让小孩子们
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

志愿服务的双功能虽然在
各个年龄层次都存在，但对成年
人来说助人功能为主，育人功能
为辅。 未成年人正在价值观的形
成过程中，参与志愿服务可以促
进自己在实践中接受和理解正
确的价值观、人生观，这对促进
其个人成长更重要。

（据《中国青年报》）

““

� � 7 月 22 日，在吴忠市利通区金星镇金星花园社区，一群朝气蓬勃的青少年头戴小红帽、身穿红马甲、
手持小喇叭，穿梭在小区里进行创建文明城市的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