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几年，随着《慈善法》的落实、社会组织的发展、互联网公益的崛起，人人公益、人人慈善的趋
势越来越明显，相应的对于公益慈善教育的需求也越来越大。

尤其是 2020 年疫情当前，全世界同做一张考卷。 丛林规则、零和原则在严峻的疫情面前失灵了，与
之相应的中国式“人和”理念呼之欲出。 “在这样的变局当中，中国式的公益慈善教育，将会面临巨大的国
内国际需求。 ”上海市民政局原党组书记、局长马伊里表示。

目前，国内已经有多家高校在探索公益慈善教育的路径。例如，华东师范大学与上海紫江公益基金会
在 2017 年就开始了公益慈善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探索。 但与此同时，2020 年 6 月， 北师珠慈善专业停
办，引发“大学该不该有慈善专业”的争论。

那么，高校公益慈善教育究竟应该如何发展，是追求专业教育还是普及通识教育？包括紫江公益慈善
课程在内的高校慈善教育探索取得了怎样的成就？

公益教育使命究竟为何？

推进公益慈善教育，首先要
厘清公益慈善课程的定位。 因为
只有弄清了定位，才能再来完善
课程体系。 那么，公益教育的核
心或者公益教育的使命究竟是
什么？

“我个人认为，公益教育的
核心，是全过程、全领域、批量培
养，具有公益人格的年轻人。 ”马
伊里表示，不是单单为公益机构
培养从业人员，是在各个领域都
要培养具有公益人格的年轻人。

公益人格到底有什么特征
呢？“去功利、开放、分享、积极、
参与，他们观察问题比较多的是
社会视角。 ”马伊里强调，“我们
不仅仅要培养专职的人员，还要
培养有良心的企业家，有良心的
医生、有良心的老师和有良心的
科学家……”

培养具有公益人格的年轻
人， 需要的无疑是通识教育，但
公益慈善行业的发展也需要专
业教育，究竟谁更重要呢？

“我一直认为专业教育很有
必要，但是在当前公益慈善事业
发展的状态下，可能谈专业比较
奢侈。 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在高
校里给学生上课感触更深，我们
的同学要去公益慈善组织就业
不太现实。 在不否认专业教育的
重要性的前提下，现阶段特别有
必要去推动通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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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副教授聂磊也认为通识教育是更
为现实的，“公益慈善现在不能说
是涉及到各个行业各个专业，至
少越来越多的涉及到很多专业和
行业。 它的专业性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所处的行业和专业。 ”

“学生做公益的时候一要结
合自己所学的专业， 把专业带到
公益服务里面去， 变成了更加专
业化的人才， 做专业化的公益服
务，这对社会更有帮助，更能提升
社会公益服务质量。 ”上海交通大
学发展联络处副处长于洋表示。

南京爱德社会组织培育中心
主任田梅梅也认为：“高校里面多
开通识性的课程， 让更多的学生
能有一个入口了解公益慈善，我
觉得是难能可贵。 最开始我们设
置了专业的话， 优秀的学生不会
首选，最后又变成了剩余学科”。

知行合一的教育探索

那么，公益慈善通识教育究
竟要如何实施呢？

2017年华东师范大学与上海
紫江公益基金会共建了“华东师范
大学—紫江公益慈善中心”和“研
究院”，设立了相关的基金项目，推
动公益课程建设，开展了公益慈善
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探索。

“我们的定位是选修课，非
专业教育，我们希望通过课程学
习，培养大家的公益心和社会责
任感，培养公益的种子。 因为参
加这个课程学习的同学可能会
走向各行各业，大家在走向各行
各业的同时，也把公益的种子带
到各行各业，这是我们的初衷和

动力。 ”华东师范大学紫江公益
慈善教育中心主任、社会发展学
院教授黄晨熹表示。

据黄晨熹介绍，通过三年的
教学实践探索，形成了以“知行
合一”为核心的系统公益慈善通
识教育模式，包括形成了纵深有
序的课程体系设置，组建了多方
位、 多学科背景的师资队伍，推
动促进公益慈善理论知识与服
务实践的有效融合等。

在“知”层面，确立了三大主
题———基础性课程以重塑公益
慈善认知为目的，集中于对公益
慈善基础知识及伦理原则的传
递; 应用性课程以非营利组织管
理内容为基础，侧重于对公益慈
善项目的开发、管理、运营、营销
等一系列能力的锻炼与提升；而
前沿性课程则聚焦于公益慈善
前沿理念，强调关注公益慈善行
业发展未来走向。

另一方面，搭建了“课堂—
讲堂—论坛” 三级交流平台，包
括在授课过程中，结合授课内容
邀请相关教师及行业从业人员
开展主题分享;组织“善知·公益
讲堂”，邀请名家讲座，以“线上+
直播”形式；举办三届公益慈善
高峰论坛，聚集 400 余位国内外
学者及业界人士对公益慈善热
点问题进行探讨。

在“行”层面，强调“体验式”
教育理念， 积极开展多样课程实
践活动，组织公益机构探访、志愿
服务等一系列活动鼓励学生走出

课堂。 2017 年以来，共组织两期
暑期台湾社会创新公益实践研修
营，选拔 20余名优秀学生赴台参
访近 20家公益创新相关机构，实
现学员们的深度赋能。 2020 年，
结合疫情背景推出“践善行益，踏
浪前行”紫江暑期社会实践项目，
吸引了 13 所高校近 300 人参与，
最终选出 10支队伍进行资助，其
实践项目涵盖抗疫力、心理疗愈、
性教育、助农等多领域。

同时，积极组建由国内外高
校教师和公益慈善行业专业人
员构成的多学科背景、 多元化、
全方位的师资队伍，不断丰富公
益慈善通识教育内容。 搭建了公
益慈善实践平台，组建紫江公益
学园、“紫江—大夏” 公益社等 2
家学生社团，采取人员选拔制及
公益学分制管理， 每年选拔 80
名社员，为“知”“行”融合统一提
供有力平台支持。

三年来， 共开设公益慈善通
识课程 27 门，共计学分 50 多分，
吸引了 1000 余名校内外师生及
公益慈善行业从业人员修读。

“我们欣喜地看到，不同专
业的学生走进了公益慈善课堂，
他们共同讨论学习，一起设计公
益项目、一起做研究。 公益慈善
的种子，正在华东师大这个美丽
的校园中生根发芽。 更让人欣喜
的是，随着学生的毕业，在社会
的各个领域，播种到下一代的心
灵之中。 ”上海紫江公益基金会
秘书长陈琳表示。

行业+高校
更大规模地推动慈善教育

近年来，认识到公益慈善课
程对学生培养的重要性的高校
开始逐步开设公益慈善课程。 北
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南京工业
大学浦江学院、山东工商学院等
开设了公益慈善专业（全日制）
课程，深圳大学公益创新专才班
实践了辅修双学位模式……

这一举动赢得了公益慈善
行业的欢迎。“今天这么多的高
校老师一起来探讨公益人才的
培养，我们觉得非常非常感动。 ”
田梅梅在论坛上表示，“通识教
育在高校里如果能推开，对未来
的公益慈善发展有非常大的帮
助。 公益机构的人力资源现在面
临着两难的困境， 一是招不来，
二是培养不起来。 期待高校把人
才培养出来，这是我们的期待。 ”

基于共同的认知，公益慈善
行业和高校之间就慈善教育达
成了越来越多的合作。

一方面，公益慈善行业为高
校的慈善教育提供了越来越多
的支持。

紫江公益慈善课程就是紫江
公益基金会与华东师范大学合作
的成果， 这一合作已经持续了四
年。在这一过程中，课程得到了越
来越多公益慈善组织的支持。 包
括紫江公益基金会、敦和基金会、
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 上海市慈

善基金会、 联劝公益基金会等在
内的 19 家社会公益组织和项目
成为课程社会实践基地。

“紫江做这件事情，在全国都
属于是起步很早， 而且动作也比
较快，合作方式也很巧妙。扎扎实
实做出一个案例， 我们可以拿到
行业、高校，做跨区域跨校的交流
与合作。从我们基金会的角度，我
们更希望能把这些经验和合作的
模式方式形成政策意见， 通过政
策倡导，有更大的一个变革。 ”敦
和基金会项目官员叶珍珍表示。

敦和基金会这几年也推出
了高校慈善教育项目。

2019年 9月， 敦和基金会与
公益慈善学园联合发起了“敦和·
善识计划” 高校慈善通识课程支
持项目， 支持国内高校教师开设
公益慈善方向公共选修课程。

一期项目共资助了来自中
国人民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浙
江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华东师
范大学、 南开大学等高校的 17
位教师，通过理论教学、双师课
堂、体验式慈善等方式，为近 600
名大学生带来专业通识教育。

2020 年 10 月启动招募的二
期项目收到了 73 份申请， 最终
23 名教师获得项目资助。 同时，
二期项目增设了体验式慈善教
学专项资助的版块， 将有 11 位
入选教师在开设公益慈善通识
课程的同时，带领学生进行体验
式慈善的探索。

此外，针对国内公益慈善学
历教育发展水平与发展速度无
法满足公益行业对专业人才需
求的问题，敦和基金会还发起了

“敦和·菡萏计划”， 支持院校在
慈善学历教育中的多种探索。

另一方面，公益慈善行业对
高校慈善教育也提出了更多的
需求。

叶珍珍认为，高校公益慈善
教育要注意两个核心的问题，一
个是定位在办学还是办班的问
题———和行业内的各种慈善教
育的班、短期培训班，有什么样
的区别？ 需要在进一步发展中明
确自身的定位。

一个是理论和实践的平衡问
题。“我们发现很多高校开展公益
慈善教育， 在理论体系课程的设
置上，会有一定的难度。当然这是
源于公益行业本土化理论的发展
整体上偏弱。 我们也在资助相关
的理论建设。 ”叶珍珍表示。

另外，学生未来是否参与公
益，是否愿意做志愿者，或者是
到公益机构中实习，未来去公益
行业里面工作，实习实践是至关
重要的一个环节。

从项目资助的角度， 上海新
力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吕基成提
出， 高校公益慈善教育需要回应
缺乏全局观、专业技能、利益相关
方沟通技巧等问题。 要重新定位
公益，引入大量的案例教学，增加
学校与社会组织的实践合作。

在高校和公益慈善行业的共
同推动下， 高校公益慈善教育加
速发展的趋势已经显现。“我们期
待与社会各界共商共议共建共
享，共同推动公益慈善教育发展，
我相信在各界的支持之下， 在我
们的努力之下， 公益慈善教育体
系会不断的完善。 ”陈琳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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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慈善教育
专业还是通识
来自高校与公益行业的反思

？
■ 本报记者 王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