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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青年志愿者行动面临的问题一是行政干预严重，二是形式主义严重，三是社
会化进程受到阻碍。正确运用行政力量，创新志愿者服务形式和项目，树立服务品牌、发挥
社会效益是进一步推广和开展志愿者行动的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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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团中央实施“跨世纪青年文明工程”向社会
推出“中国青年志愿者行动”以来，众多大学生投
身到青年志愿者行列中，利用自身的才能、技术、
时间和精力，为学校、社会提供志愿服务。他们在
服务的同时，也倡导了“奉献、友爱、互助、进
步”的志愿者精神，这种精神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
青年投入到青年志愿服务中。大学生的志愿服务水
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学生的思想水平。[1]因此，
志愿服务对大学生的思想道德建设和弘扬校园精
神文明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如何进一步推广和开
展志愿行动，则需要研究和探索。

一、高校青年志愿者行动面临的问题
1. 青年志愿者行动存在严重的行政干预
高校志愿者组织一般是在学校团委的指导下
成立的，它依靠团委的力量进行组织和开展活动，
活动的目的大多数是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培养社
会责任感，使学生自身能力得到锻炼等。虽然各志
愿者组织都接受团委的指导或管理，但开展活动一
般是相对独立的，志愿者通过自身的努力与实践，
开展许多有效的活动。
高校青年志愿者行动的健康发展需要有一个
相对良好的环境，需要社会、学校各方面的支持。

高校在推动志愿者行动发展的同时，又对青年志愿
者行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经常都有行政力量在干
预志愿者组织自身的活动，它不仅限制了志愿活动
的发展空间，而且直接干涉志愿组织的变化，中国
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女士曾
经分析，“沿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来推动、管理志愿
服务和非政府的非营利组织的方式不仅会从根本
上损害志愿者的初衷和目标。其后果是扼杀志愿服
务的精髓，贬低志愿服务的价值，打击公民自觉参
与的热情。
”[2] 我们在各高校调查发现，行政干预
的种种情况依然是比较严重的。
大学生青年志愿者组织是一种非盈利性的组
织，要获得持久、稳定、高素质的志愿者队伍，应
首先给参与志愿服务的大学生以准确、公平的定
位，并给予他们应有的尊重和价值承认。受“一有
队伍就想管理”的行政思维影响，志愿者组织的主
体地位往往被忽视。志愿者被看作免费的劳动力，
随意管理，到处指挥的现象普遍存在。志愿者自觉
自愿参与志愿者活动，履行的是精神契约，对志愿
者的管理相应的应该采取柔性的松散型的管理，以
协调和激励为主，淡化管理的色彩。对于志愿者行
动的组织和发展任务，可以吸收有热情的骨干志愿
者参与。

[收稿日期] 2008-08-30
[作者简介] 马

鸣（1979 －），女，河北省秦皇岛人，燕山大学团委研究实习员；孙红磊（1979 －），男，黑龙江青冈人，燕山大

学团委助理研究员；张志刚（1986 －），男，河北衡水人，燕山大学里仁学院学生。

PDF created with pdfFactory Pro trial version www.pdffactory.com

第3期

马

鸣 等

高校青年志愿者行动面临的问题和对策

137

志愿者希望在自愿、自主、自由的氛围中，奉

必然导致普通志愿者在“要我参加”的组织事务和

献爱心、提供服务，但是高校对志愿者组织的行政
化指导和志愿者组织的社团化管理模式，都制约了
广大志愿者的自主性和创造热情。普通志愿者在组

会议中消耗过多时间，而在“我要参加”的志愿者
实践中的服务时间反而不多。
3. 志愿者服务的“社会化”障碍

织中被视为会员，紧密参与组织的事务，从而承担
了过多的组织义务。我国是一个行政化社会，行政

志愿者组织在高校内迅速发展壮大，并逐步走
向社会。由于高校与社会组织机构之间缺少有效的

力量包揽社会事务的状况导致诸多问题。如今，在
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虽然直接干预社会事务减

联系，所以作为连接志愿者和服务对象纽带的志愿
服务网络建设还很落后，服务项目单一，甚至流于

少，但是仍然习惯干预社会团体、中介机构，约束

形式，出现社会化障碍。高校青年志愿服务工作的

了他们的能量发挥，是值得注意的另一个问题。高
校中也是如此，志愿服务如果不能减少来自行政体

社会化程度较低，一方面是受自身发展的局限，另
一方面是因为缺乏公民社会的环境和政策的支持。

系的过多干预，就可能畸形发展。
2. 青年志愿者行动的“稚化”和“俗化”

虽然近几年政府部门颁布了一系列政策鼓励和支

随着青年志愿者事业的发展，高校的志愿者组
织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虽然高校大学生志愿者
队伍在不断壮大，人员整体素质有较大提高，但是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大学生志愿者队伍
还有许多方面无法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志愿者组织
建设处在低位徘徊中。
志愿者队伍流动性大，队伍建设的层次感不明
显，志愿者服务层次难以提高。同时，志愿者骨干
新陈代谢过快，致使骨干队伍青黄不接，造成组织
发展的不稳定。再者，志愿者组织运行机制和项目
建设缺乏连续性，许多原来服务较为出色的项目都
会随着人员变化而中断，而新发展的项目也往往不
够深入持久。
受社会上急功近利等不正之风的影响，在志愿
者行动中存在着一些不和谐的因素，形式主义严
重。在很多高校，青年志愿者行动大多还停留在活
动的层面上，偶发性的活动多，持续性的行动少。
热衷于开展一些短时期轰轰烈烈的活动，对一些默
默无闻需要长期服务的项目不愿组织参加，对社会
上大量存在的社会公益事业参与性低。追求形式上
的效应，而忽视内涵的深入。例如某些高校经常
“扛一面大旗，拉一队人马，呼一串口号，路边发
放宣传单、横幅上签字、热热闹闹走一回。
”这样
的活动形式，在志愿者发展的初始阶段确实起到了
一定的宣传作用，但随着事业的发展和社会对志愿
者事业的认识加深，只重形式而不重内涵的活动，
只会损害志愿者的成熟形象，更谈不上育人的功
效。“雷锋叔叔没户口，三月里来四月走”等现象
值得深思。
普通志愿者与组织之间这种紧密捆绑的模式，

持志愿者活动，但这些政策和法规仍然比较笼统，
不利于高校青年志愿者组织的发展和壮大。资金的
短缺是高校青年志愿者活动开展的主要障碍。目前
绝大多数高校青年志愿活动资金来源主要是依靠
学校划拨给团委有限的一点经费，这对于以“奉
献”为宗旨之一的青年志愿活动来说是杯水车薪。
某些高校志愿者在奉献了爱心的同时，还要自己承
担中间环节的一些费用，由于活动缺乏稳定的经费
来源程序，使得长期化、规范化的志愿服务难以为
继，往往是搞一次活动，向行政领导申请一次经
费，或向企业寻求一次合作。而对志愿服务的对
象、范围、评估、表彰等也缺乏明确。诸多因素使
志愿者行动难以走上组织化、规范化和系统化的轨
道，阻碍了青年志愿者活动的社会化进程。

二、推广高校青年志愿者行动的对策
1. 正确运用行政力量
政府的行政力量是社会重要的管理力量，学校
的行政领导对学校各组织具有重要影响，因此政府
和学校的扶植与支持对大学生志愿服务的发展是至
关重要的。虽然志愿服务活动是一种非政府行为，
但在中国社会目前的条件下，政府和学校的推动与
支持，对志愿服务活动的开展有着重要的意义。[3]
如志愿者组织在日常的志愿服务中，如果能够
得到政府的全面配合或者是学校在政策和经费上
的支持，如果一些行政领导用正确的心态来看待志
愿者，那么志愿者在开展活动时也就不会遇到这么
多的困难，相信志愿者组织能够走得更远。志愿者
行动究其本质在于“奉献、友爱、进步”的志愿者
精神的弘扬和公益行动的自觉参与和坚持。深人挖
掘青年志愿者行动本身的内涵，注重其实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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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保障志愿者事业健康持续发展所必须坚持的方

致大学生志愿服务在制度和经费等方面得不到有

向。高校目前的志愿活动或多或少带有政治色彩，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需要的，但必须避免形式主义的

效保障，也就直接影响了大学生服务的效果。共青
团组织在青年志愿者行动上应该更好的发挥组织、

做法，要培养默默做志愿者，无私为需求者奉献的

引导功能，使志愿者行动立足基层、长久坚持、扎

公民精神。
2. 创新志愿者服务形式和项目

实服务，在更大的范围和更高的层次上开展起来，
取得更大成效。[5]

随着高校志愿者组织规模的日益扩大，原有的
服务形式和项目建设一时难以跟上队伍发展的步

品牌是社会公益事业的生命线，品牌越高志愿
事业的边际效应越大。高校青年志愿者组织要做好

伐。高校青年志愿者组织要加强和改进组织管理工

品牌，首先要正确认识品牌的意义。有了品牌必定

作，大力推进志愿者服务形式和服务项目的创新和
拓展。除了传统的弱势群体服务、文明宣传服务之

会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可以有机会获得更多方面
的支持。但品牌不是徒有其表的包装，而是志愿者

外，应鼓励志愿者在各种社区发展服务、公益活动

的精神内涵与组织行动的完美体现。打造品牌项

服务、环境保护服务等领域，大力开展预防性的志
愿者服务，如社会研究、教育等工作，以扩大志愿

目，首先根据志愿者组织的自身优势，找到与社会
需求相结合的黄金点。良好的社会效益和较高的社

者服务的范畴。大胆借鉴外国经验、学习港澳经
验，进行服务项目的创新。[4]
大学生青年志愿者具备良好的专业素质和能
力。运用志愿者本身不同的才能、经验和专业知
识，建立富有特色、具有实效的服务平台，是拓展
志愿者服务项目的有效补充途径。志愿者组织可以
采用项目招标的形式，鼓励志同道合的志愿者组成
小组，以样板模式为参照，主动走向社会，开辟新
的服务项目。志愿者服务项目招标制度，是“以志
愿者自身特色结合社会需求，以自身的发展促进组
织发展”的新型模式，具有深远的实践意义。志愿
者组织自始至终要给予宏观指导、过程协助和效果
监督，并对富有成效的服务项目和小组给予充分的
激励。
3. 树立服务品牌，发挥社会效益
青年志愿者行动以它的精神高度和时代内涵，
受到大学生的崇尚，并成为新时期加强大学生思想
道德建设的重要载体。由于志愿者事业在我国还处
在初级发展阶段，尽管有了精神的高度，但在操作
上，很多高校还把志愿者行动视同于团学活动，习
惯于从教育人手，而忽视过程中的主体性和内在需
求。重发动，而不重行动，重队伍而不重机制，导

会关注度，是品牌项目的基础。其次要坚持高标准
持续战略, 精心组织，成熟运作，突出成效，争取
与社会产生联动效益。第三，要主动宣传，树立形
象，发挥志愿者品牌的影响力和感染力。[6]
比较英国的志愿服务品牌建设的成功经验，我
国的青年志愿服务事业的品牌效应还有很大潜力。
如利用报刊杂志、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多种形式对
青年志愿者行动进行主动宣传报道，形成宣传声
势，扩大社会影响力。当然, 也可以采用大学生擅
长的理论研讨会、事迹报告会、图片展、文艺演出
等宣传形式，形成理性共识与情感冲击力的结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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