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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从思政教育到破圈创新

“小”社团绽放“大”精彩

基石：思政教育
融入社团建设

2020 年 4 月，教育部、共青
团中央等八部门下发了《关于加
快构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
的意见》，明确深化实践教育，把
思想政治教育融入社会实践、志
愿服务、 实习实训等活动中，创
办形式多样的“行走课堂”。

作为本次“百强社团”之一，
花卉协会在河南农业职业学院
已有 36 年传承。“拂去鲜花和绿
叶，花卉协会最重要的根基在于
组织建设。 ”该社团指导老师陈
星星说， 花卉协会以党建带团
建，征选专业素质过硬、品德修
养较高的党员教师对学生社团
工作开展指导和管理。

据介绍， 社团定期开展
“三会两制一课”，邀请思政课教
师上党课，积极鼓励协会团支部
参加学校和河南省共青团每年
一次的“活力杯”微团课比赛。

成果显而易见。 2019-2020
年，该社团举办的 22 项活动中，
除了艺术插花、盆栽造景等丰富
多彩的文化活动， 抗疫志愿服
务、科技支农等活动更成为他们
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鲜活深刻
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

厦门大学党规党纪学生研
习社的骨干成员，是厦门大学法
学院一年级硕博士班级党支部

书记、党员。 他们将日常社团活
动与法学专业特色相结合，借助
廌园先锋理论学习会、 知识竞
赛、专家讲座、青年讲师说、剧本
杀等方式不断丰富活动形式，让
思政学习越来越“潮”、党建氛围
越来越“活”。

创新：“+”出更多可能性

一根类似于打高尔夫球的
球杆，一个酒瓶状的球门，一个
木头做的球……在浙江工业大
学，小众项目———木球正变成校
园中的“网红”运动。这背后离不
开浙工大木球社的推广和努力。

在浙工大木球社成立之前，
传统的校园体育项目，要么限制
人数和场地，要么难以激发同学
们的运动热情，大学生的体质和
体能成为体育教师陈嵘的心头
大事。

接触和自学了木球之后，陈
嵘慢慢构建了木球运动的教学、
训练和竞赛体系。 2006 年，木球
社应运而生。作为竞技体育的有
益补充， 木球因其简单易学、场
地易得、趣味性强、健身效果好
的特性，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成员
加入其中。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
成员中大部分都是非体育专业
的学生。 在浙工大 2020 年举办
的第 14 届木球锦标赛中， 共有
22 个学院、321 名师生参赛。

2020 年 12 月 6 日，木球社

举办栖霞岭社区木球公益活动，
吸引了大批中老年群体的积极
参与，也让社团通过“校内+校
外、体育+公益”的多样化活动，
迸发出蓬勃向上的活力。

这样接地气的实践创新，
在此次参与活动的社团中并不
鲜见。

山西农业大学农业工程学
院无人机创新团队成立于 2014
年 11 月，从初创期的五名工学
院学生， 到如今的近 400 名成
员， 同学们把对无人机的兴趣
“培养”得越来越“主流”，从主
体表演，到防治虫害，再到消杀
防疫……

以防治虫害为例。 七年来，
团队作业过的田块遍布全国 10
多个省份， 累计面积超过 60 万
亩。他们在实践中经验积累越来
越多，实战能力越来越强，是国
内唯一一支由在校大学生组成
飞防团队。尤其是在疫情防控常
态化的当下， 无人机防治虫害，
提高了作业效率、节约了防治成
本，做到防疫生产两不误。

破圈：在广阔天地
寻求“圈外”价值

墙内开花也要墙外香 。
“破圈”成为本次“寻找全国高
校百强学生社团”活动的重要
关键词。

据统计， 此次入选的百强

学生社团中， 活动主题主要集
中在思政教育、志愿服务、社会
实践、济困助学、乡村振兴、就
业创业等方面。 2020 年，70%的
百强学生社团都积极接入社会
议题，在助力抗疫、复工复产、
扶贫攻坚等方面贡献青春智慧
和青春力量。

武汉工程大学青语创新团队
是一支涉足于互联网+公益、新媒
体运营、 创新创业等内容的创新
创业团队。 团队成员主要来自全
校 14个学院，专业不尽相同。

团队负责人刘宇记得，在武
汉疫情期间，农产品长期依赖的
线下交易几乎“停摆”，湖北宜昌
市秭归血橙销量大受影响。

青语创新团队组建销售组、
对接组、设计组、推广组等专业
小组，通过线上宣传推广、上架
电商平台和线下商超、社区对接
等方式，累计帮助秭归县农户售
出因疫情滞销的血橙 2 万余斤。

如今，疫情形势好转，团队
制作的整整 100 页策划书已经
很久没再打开， 但疫情期间团
队积累的助农经验和模式，已
经成为青语创新团队的持续公
益项目。

温州医科大学星海公益中

心指导教师陈小英表示， 其实，
说实用性是志愿公益类社团的
生命力也不为过。

自 2012 年成立以来， 温州
医科大学星海公益中心一直专
注于孤独症患者家庭的志愿服
务活动。 在陈小英看来，孤独患
者症家庭的帮扶工作存在复杂
性、系统性和艰巨性。为此，他们
依托“医学生-医护工作者-孤
独症患儿家长-社会大众”四维
模式，打造了“诊断、培训、康复、
融合、关怀”五位一体服务体系。

除了为孤独症儿童举办绘
画作品展之外，星海公益中心还
开展了家长培训、家庭生活支持
服务、医学专项服务、大众宣传
等活动。据统计，9 年来，4112 名
志愿者已经为 2987 个孤独症患
者家庭提供了服务，社团还建立
18 个志愿者服务基地， 志愿活
动覆盖浙江、山东、陕西等 12 个
省份。

“星海公益中心的活动设计
注重有的放矢， 我们前期都会深
入孤独症群体展开调研。 ”陈小英
表示， 团队建议同类社团开展相
关活动前，能深入帮扶对象，从多
个方面调研他们真正的需求。

（据《中国青年报》，有删减）

近日， 厦门市委宣传部、市
委文明办、市民政局、市财政局
联合印发《关于推行政府购买服
务创新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机
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提出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
引入专业社会工作力量，促进社
会工作专业人才与志愿者有效
联动，构建“社工引领志愿者、志
愿者协助社工”服务机制，增强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服
务能力。

最长可签 3 年服务合同

《意见》提出，购买服务应坚
持党政主导、 坚持市场选择、坚
持质量为本、坚持为民利民基本
原则。

《意见》明确，承担新时代文
明实践工作职能的各级党政机
关、 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事业单
位以及使用行政编制的群团组织
机关（用财政性资金时）是购买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服务
的主体。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拥有
专业社工团队， 具备完善的内部
治理结构、健全的规章制度、良好
的社会公信力以及较强的运营管
理和社会工作专业服务能力的社
会工作服务机构和志愿服务组织
是主要承接主体。

《意见》也对购买服务内容
进行了明确，涵盖场地日常运营
和管理、 七大平台搭建与夯实、
相关资源挖掘与链接、志愿服务
力量培育与管理等六个方面。

根据《意见》，在预算资金有

保障的前提下，新时代文明实践
购买服务项目可以签订期限最
长 3 年的服务合同。在绩效评价
上，原则上项目每一执行年度在
期末开展 1 次评估，首次购买的
项目在第一个执行年度开展中
期和末期评估；对服务项目运行
期间评估结果均为优秀的承接
主体，可以按照厦门市政府采购
相关规定， 申请续签服务合同
（期限最长不超过 3 年），保证新
时代文明实践工作的延续性。

多措并举壮大承接力量

《意见》要求，各级各部门要
高度重视推行政府购买服务对
于适应新时代文明实践发展要
求、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提质增

效的重要意义， 加强协同配合，
形成强大工作合力。《意见》明确
了党委宣传部、文明办、民政、财
政等相关部门的职责分工。

为壮大承接力量，《意见》要
求通过简化登记手续、规范落实
税收优惠政策、 建设孵化基地、
提供免费办公场地等方式，培育
发展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和志愿
服务组织。

据了解，财政资助办法也将
进一步完善， 加大资金投入，对
处于起步阶段、具有发展潜力的
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志愿服务组
织给予适当补助。在确保完成服
务制表和质量的情况下，允许社
会工作服务机构、志愿服务组织
等社会组织所承接的政府购买
服务项目资金有适当结余，用于

本组织事业发展。

持续推动常态长效运行

据了解，早在 2016 年，集美
区就探索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
引入专业社工运营社区书院，随
后将该做法逐步推广到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 目前，集美全区 67个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已全部通过政
府购买服务的方式， 委托专业社
工团队运营，取得良好成效。

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将在各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逐
步推行，形成与经济社会发展相
适应、与新时代文明实践需求相
符合的服务资源配置和供给机
制，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常
态长效运行。 （据台海网）

厦门：引入专业社会工作力量
增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服务能力

“� � ‘深耕孤独症领域近 10 年，经过沉淀和积累，今年我们终于入选百强学生社团！ ’温州医科
大学星海公益中心指导老师陈小英感慨颇多。

近日，由全国学联秘书处指导、中国青年报社主办的‘寻找全国高校百强学生社团’活动落幕。
经过校园选拔、社团展示、网络投票、技术筛查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历时 7 个月，清华大学学生国旗
仪仗队等 100 个学生社团最终入选。

据了解，本次活动覆盖面广、类型多样、特色鲜明，涵盖‘思想理论’‘学术科技’‘文化体育’‘志
愿公益’等七个类别的学生社团，参与高校与上一届相比增长近七成。

武汉工程大学青语创新团队在了解秭归血橙滞销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