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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中国活跃志愿者现状调查报告》发布

活跃志愿者多出于非经济部门

近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
会学研究所与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共同发布了《社会蓝皮书 :
2022 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
测》。其中，《2021 年中国活跃志
愿者现状调查报告》章节，采用

“2021 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
查”中的志愿服务数据，对 2021
年我国活跃志愿者的发展现状
展开分析（活跃志愿者是指在
近一年内参与过志愿服务的志
愿者）。

总体规模与发展现状

数据显示，我国 18～69 岁调
查对象中，近一年有过志愿服务
经历的受访者占比达 29.9%，这
比 2019 年（25.09%）略有上升。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
果和 2019年 1‰人口变动抽样调
查结果， 在人口结构不变的假设
下，我国 18～69 岁居民中，活跃志
愿者总体规模约为 3.07亿人。 这
意味着我国活跃志愿者队伍规模
处于稳步扩大的状态， 志愿服务
有良好的群众基础， 这为志愿服
务的可持续发展和制度化建设提
供了丰富的人力资源。

从活动时间维度看，2021 年
我国活跃志愿者群体通过参与
志愿服务创造出了比 2019 年更
大的经济效益。 近三个月以来，
我国活跃志愿者人均参与志愿
服务 4.22 次， 约是 2019 年的两
倍（2.12 次）。 近三个月内，人均
志愿服务时长为 21.87 小时，约
是 2019 年的 3.3 倍（6.63 小时）。
结合前述活跃志愿者群体规模，
我国活跃志愿者在近三个月志
愿服务时长共计约 67.14 亿小
时。 按照全国各省区市的平均最
低小时工资 18.89 元计算， 活跃
志愿者近三个月的志愿服务贡
献了 1268.27 亿元的经济价值，
远高于 2019 年水平（242.71 亿
元）。 可见，相比 2019 年，我国志
愿服务在人口规模、 参与程度、

经济贡献上均有明显提升。 这可
能与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志愿
服务需求激增和志愿服务积极
介入疫情救助等因素有关。

从政治面貌上看，群众身份
的人口规模庞大，其在活跃志愿
者 群 体 中 的 占 比 最 高 ， 为
65.18%， 但群众中活跃志愿者占
比仅为 24.1%， 远低于其他政治
面貌群体中活跃志愿者的占比。
其中，民主党派的活跃志愿者占
比 为 57.14% ， 中 共 党 员 为
54.36%，共青团员为 53.27%。 相
较 于 2019 年 ， 民 主 党 派
（31.43%）、中共党员（45.86%）和
共青团员（48.21%）群体中活跃志
愿者占比均有提升，且民主党派
提升最为显著。

从家庭收入上看，活跃志愿
者家庭年收入均值为 125450.72
元，显著高于非活跃志愿者的家
庭年收入均值（83869.89 元）。 将
受访者的家庭年收入五等分并
进行交叉分析发现，活跃志愿者
占比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显著提
高。 分析显示，低收入家庭群体
的活跃志愿者占比为 21.84%，中
低收入家庭群体为 23.69%，中等
收入家庭群体为 31.68%，中高收
入家庭群体为 33.24%，高收入家
庭群体为 43.51%。

从出生世代上看，出生世代
越年轻， 越容易成为活跃志愿
者。 分析显示，“00 后”的活跃志
愿者占比最高，为 54.74%，其次
是“90 后”（36.52%） 和“80 后”
（34.11%）；而 1980 年前出生的世
代群体中，活跃志愿者占比均低
于 30%（“70 后”的活跃志愿者占
比为 29.38%，“60 后”为 24.21%，

“50 后”为 18.60%）。可见，年轻世
代的志愿参与意愿普遍较高，世
代间的差异性也逐渐缩小，尤其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青年活跃
志愿者的志愿服务参与行为充
分展现了新一代青年勇担时代
重任的群体责任、使命感和公益
品格。 总而言之，加入政治团体、

家庭收入水平高和出生世代较
年轻的人群更倾向于提供志愿
服务，均有相对较高的志愿服务
参与率。

志愿服务的参与现状

根据志愿服务的内容不同，
可将志愿服务分为 12 类： 儿童
关爱、青少年辅导、老年关怀、妇
女维权/保护、扶助残障、支教助
教、扶贫济困、医疗护理、法律援
助、环境保护、抢险救灾和国际
援助。 本部分主要考察不同类别
志愿服务的参与状况。 结果显
示，由于发展水平和群众需求等
差异，各领域的志愿服务发展存
在不平衡的特点。

与 2019 年相比，12 类志愿
服务中，除扶助残障、支教助教
和妇女维权/保护三个领域外，
其他各类志愿服务的参与率较
2019 年均有所提升。 其中，增长
幅度最大的三类志愿服务按照
增长幅度排序由高到低依次为
抢险救灾（5.40%）、 儿童关爱
（8.57%）和环境保护（12.71%），分
别比 2019 年提高 1.85 个、1.47
个和 1.19 个百分点。这可能与过
去一年来自然灾害频发刺激了
抢险救灾类志愿服务需求相关。

作为个人生活的重要部分，
工作差异会影响个人生活模式、
知识体系、资源和需求结构等内
容，进而影响个人的志愿服务参
与行为。 因此，该报告考察了拥
有非农工作的活跃志愿者所在
行业与志愿服务参与的关系。 从
总体参与状况看，活跃志愿者占
比最高的三个行业领域由高到
低依次为公共管理与社会保障
行业（71.43%）、教育文化和卫生
行业（51.78%）、科学技术与金融
行业（45.83%）；占比最低的三个
领域由低到高依次为建筑业
（24.91%）、批发零售业（27.90%）
和制造业（29.26%）。与 2019 年相
比，教育文化和卫生行业、房地
产与租赁业、交通运输和仓储业
的活跃志愿者占比有所下降，分
别下降 4.34 个、3.68 个和 1.52 个
百分点。 而其他行业的活跃志愿
者占比均实现上升，其中，科学
技术与金融行业（45.83%）提高最
多，提高 11.81 个百分点；制造业
（29.26%）次之，提高 10.04 个百

分点；农业（33.78%）再次之，提高
8.35 个百分点。 此外，受不同行
业工作特色的影响，各领域的志
愿服务参与状况存在一定程度
的差异，不同行业在各类志愿服
务领域中各有所长。

从不同类型工作单位的志
愿服务参与状况上看，非经济部
门的活跃志愿者占比普遍高于
经济部门。 活跃志愿者占比最高
的三类工作单位由高到低依次
为政府部门（69.86%）、自治组织
（67.02% ） 和 民 办 非 企 业
（58.33%）， 占比最低的三类工作
单位由低到高依次为没有单位
（21.40%）、个体工商户（29.02%）
和私营企业（33.12%）。 在经济部
门内，集体企业的活跃志愿者占
比 （55.56%） 远高于国有企业
（39.16%）和三资企业（38.89%）。
结合前述志愿服务参与的行业
差异和政治面貌差异可见，目前
我国志愿服务仍以政治动员为
主，政府部门、自治组织等是活
跃志愿者的主要来源。

不过，仔细比较志愿服务的
不同领域发现，不同工作单位的
活跃志愿者的参与情况存在一
定差异。 来自自治组织的活跃志
愿者在老年关怀（63.49%）、妇女
维权/保护（25.40%）、 扶助残障
（39.68%）、环境保护（57.14%）、抢
险救灾 （41.27%） 和法律援助
（12.50%）等 6 类志愿服务的参与
率上位居第一。 相对而言，政府
部门仅在扶贫济困领域的参与
率（68.63%）最高，事业单位在支
教助教领域的参与率（13.79%）最
高，民办非企业在青少年辅导领
域的参与率（28.57%）最高。

活跃志愿者的社会心态

公众的信任水平是衡量社
会经济平稳发展、防范社会风险
和化解潜在危机的重要指标。 在
制度信任方面，将非常信任和比
较信任某一机构的受访者界定
为信任该机构的群体，并进行分
析。 结果表明，与非活跃志愿者
相比，活跃志愿者群体的制度信
任水平更高。 其中，活跃志愿者
最信任的四个机构由高到低排
序依次是中央政府（97.61%）、公
安部门 （89.34%）、 工作单位
（88.70%）和法院（87.90%），分别

比非活跃志愿者群体高 1.73 个、
2.56 个、3.49 个、2.34 个百分点；
接下来是区县政府（85.64%）和医
院（83.12%），分别比非活跃志愿
者群体高 4.42 个百分点和 4.14
个百分点；信任水平最低的两个
制度机构是群团组织（82.30%）和
乡镇政府（70.7%），分别比非活跃
志愿者群体高 3.79 个百分点和
7.30 个百分点。 此外， 活跃志愿
者和非活跃志愿者对慈善机构
和新闻媒体的信任水平不存在
统计上的显著差异。 在人际信任
方面，以 10 分制测量“对现在人
与人之间的信任水平的评价”，
活跃志愿者平均得分为 6.71 分，
显著高于非活跃志愿者（6.46
分）。 简言之，与非活跃志愿者相
比，活跃志愿者群体的制度信任
和人际信任都普遍更高。

与志愿服务等社会参与一
样，政治参与也是公民服务社会
的重要渠道，反映了公民对公共
事务的关心和投入，是公民个人
现代性的重要体现。 与非活跃志
愿者相比，活跃志愿者的政治参
与水平显著更高。 在民主选举方
面，52.32%的活跃志愿者参与了
最近一次（村）居委会选举，比非
活跃志愿者高 4.80 个百分点；
67.94%的活跃志愿者表示愿意参
与下一次（村）居委会选举，比非
活跃志愿者高 6.49 个百分点；
15.02%的活跃志愿者参与了区县
人大代表选举，比非活跃志愿者
多 6.68 个百分点。 此外，活跃志
愿者参与率在“参加村居/单位
重大决策讨论”（15.18%）、“向政
府部门反映意见”（10.72%）、“通
过各种渠道对政府公布的政策
发表个人意见”（5.97%）、“利用专
业知识参与公共政策、公共事务
论证会”（5.47%）、“出席政府部门
组织的有关公共政策的听证会”
（5.32%）、“到政府部门上访”
（2.74%） 等方面显著高于非活跃
志愿者， 分别高出 9.63 个、5.23
个 、4.53 个 、4.89 个 、4.62 个和
0.96 个百分点。

社会包容、社会公平、道德
水平、遵纪守法水平和社会总体
情况的评价等社会心态指标，可
从不同方面反映了人们对社会
向心力和社会融合程度的主观
认知。 结果显示，在社会包容程
度上，活跃志愿者群体的平均得
分为 7.30 分，比非活跃志愿者高
0.23 分； 在社会公平水平上，活
跃志愿者的平均得分为 7.22 分，
比非活跃志愿者高 0.42 分；在社
会道德水平上，活跃志愿者的平
均得分为 7.22 分，比非活跃志愿
者高 0.13 分； 在遵纪守法水平
上， 活跃志愿者的平均得分为
7.69 分， 比非活跃志愿者高 0.11
分； 在社会总体情况的评价上，
活跃志愿者的平均得分为 7.91
分， 比非活跃志愿者高 0.19 分。
由此可见，相比非活跃志愿者群
体，活跃志愿者普遍拥有明显更
好的社会心态。

（高文兴/整理）

不同单位（公司）活跃志愿者与各类志愿服务参与率的交叉

各类志愿服务供需对比

举世瞩目的北京 2022 年冬奥会于日前开幕。 据
悉，冬奥会期间，北京预计有约 20 万人次的城

市志愿者上岗服务。 当前， 我国志愿服务已经深入到经
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方方面面，全社会
参与志愿服务的热情高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