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青少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
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 对于青少年而言，参与公益

实践不仅仅带来品格的提升，还带来了关心他人、运用自身
能力解决社会问题等综合素质的培养； 从‘被别人照顾’到
‘被他人需要’ 的内心充盈以及主动思考如何为他人和社会
创造价值的正向思维和自我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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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学生公益实践白皮书 2022》发布

未来一年近七成中学生计划参与公益

近日， 北京益行者公益基
金会联合多家机构与媒体发布
了《中国中学生公益实践白皮
书》（以下简称《白皮书》）。数据
的主要来源依据为《白皮书》发
起方开展的首次全国性中学生
公益实践情况调研， 由 349 位
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学生志愿者
参与其中， 累计收到有效问卷
4674 份， 基于对问卷的量化分
析与质性研究， 最终形成该内
容， 以期呼吁社会各界提升对
中学生公益素养及公益实践的
关注， 并号召更多中学生加入
到公益行动中来。

作为中国首部中学生公益
实践白皮书， 该研究有哪些发
现？ 当前的中学生公益素养教育
又存在哪些不足？ 又有哪些建议
方向和优秀实践案例？

《白皮书》指出，66.8%的中学
生未来一年计划参与公益实践，
多由学校和老师组织参与。 未来
提高中学生参与的渠道和频次，
需要社会、学校、家庭多方联合
共同发挥力量； 过去一年中，学
生对公益实践的参与人数占总
体的 23.8%，其中，父母的态度是
重要影响因素。

近八成中学生
因学校鼓励参与公益

《白皮书》指出，中学生对公
益实践的参与度整体较低（过去
一年参与过的人数为 1112 人，
占总体比例为 23.8%）。 调研发
现，除了经济发展程度外，可自
由支配时间、 学习成绩状况、是
否有出国计划、参与渠道、父母
的态度等都影响着中学生参与
公益实践积极性，其中，父母的
态度会直接影响学生参与公益
实践的积极程度。

《白皮书》就以上几个方面，
作了详细阐释：

经济发展程度较高地区的
中学生更关注公益实践。《白皮
书》指出，经济发展程度较高地
区的学生更有机会接触到公益
实践的相关内容和信息，在过去
一年中，一二线城市、非中国大
陆地区参与公益活动人数占比
较大，华东、中南地区、非中国大
陆地区参与公益活动人数占比
较大。

计划出国留学的中学生对
公益实践相对较为重视。 打算考
国外大学的中学生参与公益活
动的比例明显高于打算国内就
读的学生。《白皮书》 提到，有
2525 名学生计划到美国、 英国、

加拿大等海外国家留学深造（其
中包括 1984 名仅考虑未来国外
就读和 541 名可能海外就读
或中国大陆就读的同学）， 他们
对公益实践较为看重，以履历添
彩作为他们参与公益实践的驱
动力之一。

成绩位于年级前 50%的中学
生参与公益实践的主动性更强。
《白皮书》显示，成绩优异的学生
对社会议题的感知更为敏锐，擅
于行动与表达。 在调研中，46%的
中学生成绩位于年级前 50%，他
们参与公益实践意愿更高。

中学生公益实践的参与度
受自由支配时间的影响。《白皮
书》 调研发现，56.6%的学生认为
个人时间过于紧张导致无法参
与公益实践。 37.4%的中学生表
示每周仅有 5 个小时以内的自
由支配时间；35.2%的中学生表
示每周仅有 5-10 小时的自由支
配时间。 由此可见，中学生在课
业和规划好的课外活动之外“属
于自己的时间很少”， 参与公益
实践受可自由支配时间的制约。

六成以上中学生缺少公益
实践参与渠道，同时缺乏“高质
量的参与机会”。调研显示，除时
间原因外，" 缺乏高质量的公益
实践机会”位列“阻碍你参加公
益活动原因"的第 2 位，“过往活
动体验差，收获少”也是阻碍参
与积极性的重要原因之一。值得
关注的是，越是获知公益活动信
息渠道多的学生，越高比例的认
为缺乏高质量的公益活动机会
是阻碍其参加公益活动的原因，
由此能够反映出高质量的公益
实践活动尚未在中学生群体广
泛普及，如何覆盖更多校园？ 如
何丰富渠道助力更多中学生参
与公益实践？仍有很长的一段路
要走。

近八成中学生因学校鼓励
参与公益， 且部分因学校/升学
要求参与公益服务。《白皮书》显
示，78.6%的中学生表示学校鼓励
积极参与公益实践， 其中 17.1%
的学生受学校硬性规定，规定参
与时长并辅以学分制度。 由此可
见，社会和学校正逐步提升对中
学生公益实践的关注度，学校在
中学生积极参与公益实践过程
中发挥着关键引导作用。

父母的态度直接影响学生
参与公益实践的积极程度。 根据
调研数据，74.2%的家长鼓励孩子
参与有意义的公益活动，3.4%的
家长不支持孩子参加公益实践，
担心其影响学业。 在过去的一
年，4674 个有效样本中有 1192

名同学表示了解其家长参与公
益捐赠的情况，其中 907 位家长
（76%）参与过公益捐款，频次以
1—3 次居多， 金额在 1 元—
10000 元不等。 父母是孩子最好
的老师， 家长热心参与公益活
动， 也会给孩子做出良好的示
范，影响其公益实践参与度。 与
此同时，家长的支持也会直接影
响孩子对公益的参与热情。

未来一年近七成中学生
计划参与公益

《白皮书》指出，66.8%的中学
生未来一年计划参与公益实践。
对比在过去一年参与公益实践
的学生占比 23.8%， 其中绝大部
分学生参与次数在 3 次以内，且
多由学校和老师组织参与。 由此
可见，未来提高中学生参与的渠
道和频次，需要社会、学校、家庭
多方联合共同发挥力量。

《白皮书》数据显示，六成以
上中学生认为参与公益实践有
助于促进社会进步、实现自我价
值，77.3%的中学生认为参与公
益实践有助于提高自己各方面
的素养，例如组织、沟通、领导等
能力。 受访者反馈在参与公益项
目过程中， 很多人学会了调研、
采访、制作海报和视频等各项技
能，极大提升了自身获得感。 但
也有 25.6%的中学生认为自我技
能不足而对公益实践望而却步。
公益实践本无门槛， 提升自信，

大胆加入，在参与过程中技能也
会随之提升。 同时，63.2%的孩子
也表示愿意和父母一起践行公
益活动，公益实践可能成为增进
亲子关系的重要渠道之一。

中学生公益实践在主题选
取上呈现多元化趋势，范围涵盖
十余个类别。《白皮书》 调研发
现， 从喜好度排名上来看，42.9%
的中学生表示对环境保护话题
最为感兴趣，其次分别是动物保
护、教育、儿童、医疗健康、青少
年、文化保护、老年人、救灾减灾
等主题。 而有些距离中学生日常
生活较远的话题， 例如性别议
题、残疾人、低收入人群、城市社
区治理等也受到关注。 由此可
见，中学生对细分的公益领域认
知越来越清晰，对社会议题的关
注不因小众而渺小，同时环境保
护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反映出
青少年群体对共创美好社会较
强的意愿与责任感。

在公益实践地点的选择上，
出于服务家乡、 参与渠道简单、
帮助边远地区的考虑，59.9%的学
生倾向于在本地开展相关活动，
16%的学生选择线上参与的方
式，30.6%的学生选择在边远地
区开展公益活动。

青少年做公益
应真正去解决问题

针对以上调研分析，《白皮
书》对中学生公益实践提出三条

建议。
首先， 希望社会组织和企

业助力拓宽中学生公益实践的
渠道，建设交流共享平台，提升
其参与体验度， 有意义且有质
量地完成公益服务与行动。 渠
道是制约中学生公益实践的关
建因素之一， 社会组织拥有大
量线上、 线下实践渠道以及优
质的公益项目传播需求， 能为
中学生群体提供力所能及的公
益实践机会， 提升他们的成就
感和社会洞察力。

其次，希望学校和家庭教育
加强对中学生公益实践的重视
度，对学生进行正向引导，推广
公益慈善通识， 提高其公益素
养，助力塑造全球胜任力。 建议
学校加强公益理论课程教育，促
进公益课程在更多中学落地，形
成一批可推广的公益通识精品
课程，提高学生公益素养的认知
能力。 家庭方面，建议家长发挥
带头作用， 营造良好的公益氛
围，鼓励并与孩子一同积极参与
相关公益活动，从生活点滴日常
培养孩子的公益意识，鼓励他们
积极参与社区服务，提升公益素
养，有利于良好亲子关系的建立
与维护。

第三， 希望相关机构巧用
平台激励方式， 不断丰富公益
实践参与模式， 注重对中学生
群体内生动力的培养， 从实践
中帮助他们实现其自身价值，
进而提升向善力和向上力。 目
前， 学生公益服务绝大部分停
留在初级阶段， 例如慰问孤寡
老人、探望福利机构、维护公共
秩序等， 这些公益服务均属于
临时性基础服务， 人员流动性
强、重复度高，对提高学生公益
素养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建议
针对中学生志愿服务临时性、非
专业性的特点，搭建学生交流平
台并实施积分制，让他们能够通
过交流与鼓励形成自我驱动力
和传播力，成为同年龄层群体中
的公益小“达人”， 放大公益势
能。 同时，注重对学生志愿服务
进行评分， 记录在网络平台当
中，根据志愿者积分状态评鉴服
务质量，优先匹配高积分志愿者
，并给予相应的奖励，构建志愿
服务长效机制， 从而保证参与
公益行动的可持续。

此外，应勉励青年学子不忘
初心，坚定理想信念，从为推进
社会进步、帮助他人、促进自身
发展的角度出发，积极参与公益
实践，不纯粹因追求升学而从事
“变味” 的公益。 真正去解决问
题，不做浮于表面的公益。

调研报告同时向参与调研
的中学生征集过去一年参与的
公益实践优秀案例，征集到报名
案例 294 个，经选拔展评，共选
出 24 个优秀案例， 旨在提供给
广大中学生与教育工作者和家
长以丰富的中学生公益实践示
例，以供启发与参考。

■ 本报记者 韩静

过去一年是否参与过公益活动的回答统计，可见，经济发展
程度较高地区的中学生更关注公益实践

66.8%的中学生未来一年计划参与公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