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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的志愿服务与青年发展
——— 实施《 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 （ 2016 － 2025 年 ） 》的多维度研究
■ 谭建光
（ 广东青年政治学院 志愿服务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507）

【摘要】 新时代中国志愿服务的发展繁荣为贯彻落实《中长期青年发展规

划（ 2016 － 2025 年） 》提供了新机遇和新路径。在推动青年发展纳入国家“十四
五”规划的背景下，进一步探寻志愿服务与青年发展的关系可以发现，志愿服
务有利于增强青年发展的主体性，增强青年发展的优先性，增强青年发展的实
践性，增强青年发展的创造性等。 同时，青年参与文明实践、乡村振兴、社区治
理、
扶贫济困、文化复兴、生态环保、网络空间等领域的志愿服务，实现自身发展
的多样化途径，有利于其人格成长和全面发展。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青年发展与青年成才的过程有利于促进志愿服务不断创新 、不断发展，为实现
“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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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 2016 － 2025 年） 》（ 以下简称《规划 》） 提出： “把青年发展摆在党和
国家工作全局中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 ，整体思考、科学规划、全面推进，努力形成青年人人都能
［1］
成才、人人皆可出彩的生动局面。” 在《规划 》的指导下，各部门、各地区对青年发展越来越关
注和重视，迄今为止，许多省市都出台了青年发展规划，部分县区也出台青年发展规划，并且建

立了青年发展联席会议制度，制订青年发展指标，将青年发展具体纳入国家与地方规划 、纳入重
要发展战略。与此同时，将贯彻和落实《规划 》的精神融入各行各业工作、融入各个领域事务，
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在目前推动青年发展纳入国家“十四五 ”规划的背景下，也要探讨志愿
服务与青年发展的关系。笔者尝试从“志愿服务与青年发展 ”的视角，分析二者相互促进、共同
发展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
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 活 需 要 和 不 平 衡 不 充 分 的 发 展 之 间 的 矛
［2］
盾。” 在党的领导下，在各部门、各行业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努力的进程中 ，志愿服务
成为非常突出的一个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志愿服务联合
会会员代表大会的贺信中指出，志愿者“走进社区、走进乡村、走进基层，为他人送温暖、为社会
作贡献，充分彰显了理想信念、爱心善意、责任担当，成为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
［3］
的生动体现” 。一方面，志愿服务为青年提供关怀和激励，营造有利于青年健康发展、成长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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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的社会环境； 另一方面，青年志愿者成为志愿服务的先锋力量，在帮助社会人群、推动社会进
步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为此，我们收集文献资料、整理理论观点，探寻志愿服务促进青年发
2020 年 4 月，广东省社工与志愿者合作促进会、广东省团校志
展的路径，面向全国。与此同时，
愿服务研究中心联合开展了《志愿者发展状况网络问卷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 40 551 份，其中
青少年问卷14 949 份。在青少年调查问卷中，在政治面貌上，中共党员占 15． 15% ，共青团员占
52． 04% ，其他群众占 32． 80% ； 在职业身份上机关与单位青年占 31． 12% ，大中学校学生占 45．
90% ，其他社会组织成员、自由职业者、农民或农民工占 22． 98% 。 我们运用问卷调查的数据，
探寻青年志愿者在参与服务、奉献社会过程中获得发展和成才的路径 。

一、志愿服务促进青年发展的重要价值
当代中国的志愿服务，既传承了中华优秀文化，也吸收了西方公益元素。“志愿精神在中
国源远流长。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墨家、道家就已提出与慈善、助人有关的思想。…… 现代意
义上的志愿服务在 20 世纪初已传入中国。19 世纪 40 年代，受西方文化 （ 如基督教等 ） 的影响，
［4］
1983 年北京大栅
民间组织围绕‘救国’的目标开展了一系列的志愿服务活动。” 改革开放后，
1987 年广州“手拉手 ”志愿服务热线，
1989 年天津朝阳里社区志愿者
栏“综合包户”志愿服务，
1990 年深圳依法注册志愿者社团等等 ，揭开了当代中国志愿服务的序幕。从全国的志愿
队伍，
1993 年启动“中国青年志愿者行动”，
1994 年成立“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 ”，
2013 年
服务进程看，
2014 年启动“中国志愿服务交流会暨项目大赛 ”等等，呈现了志
成立“中国志愿服务联合会”，
愿服务“从青年到全民”“从社区到社会”的发展热潮。目前，在“中国志愿 ”信息系统注册的志
愿者总数 1． 92 亿人，志愿团体总数 78 万个，志愿项目总数 471． 2 万个，服务时长共计 26． 45 亿
小时（ 截至 2020 年 12 月） 。青年是志愿服务的生力军和先锋力量 ，在为社会人群作出贡献的同
时，也获得了自我体验、自我教育、自我成长的机会。从实施《规划》的视角，我们深入分析志愿
服务对于青年发展的促进作用，发现其具有增强主体性、优先性、实践性、创造性、融合性等积极
功能。
1． 增强青年发展的主体性
在实施《规划》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好青年的“主体性与客体性”“主动性与被动性”等关系，
是值得深入思考、科学把握的问题。青少年处于世界观形成的过程中，对于社会事物和社会思
潮的把握存在偏差等，需要有一定程度的灌输教育、人生导向。 然而，青年又处于走向独立、走
向成熟的阶段，渴望自主、独立地理解社会和接受教育。青年主体性既是一个哲学概念，也是一
个实践概念，都强调以青年的自主性和主动性为重点 。为此，在做好青年思想道德教育、培养青
年正确世界观价值观的同时，还要探寻激励青年参与、发挥青年主体作用的有效途径。 张良驯
研究员分析道： “‘青年首先发展 ’战略思想提升了青年的光荣感和责任感，是对青年很强的正
向的激励，这有利于引导青年勤奋学习、勇于实践、积极奉献，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施展
［5］
才华、实现价值、成就人生。” 从我们调查的情况看，青年主动参与并发挥主体性的有效途径
之一就是志愿服务，即青年在参与志愿服务的过程中发挥主体力量、体现主动精神。 从我们的

问卷调查数据看，青少年参与志愿服务主要是在周末和假期 ，注重自己的兴趣和体验。
调查发现，教育部门颁发文件，激励大中学生参与志愿服务，并且纳入了学分管理； 各地区
也出台了许多激励和支持青年参与志愿服务的措施 。在这种背景下，青年一方面响应党和政府
的号召，在志愿服务中为国家、为人民作出奉献； 另一方面，更多地发挥自己的兴趣爱好、特长优
势，在志愿服务中体现主动性、能动性。我们深入社区、学校等进行访谈的时候发现，过去较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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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内是青年应付上级的要求，被动参与志愿服务活动，出现过“扎堆、作秀、应付、消极 ”等情
况； 现在，青年通过“中国志愿”“志愿中国”“志愿汇”“I 志愿 ”以及 APP、微信、QQ 等平台和系
统，选择自己乐意参与的志愿服务活动 ，发挥特长，感到快乐充实，就增强了主动性，呈现了主体
性，在志愿服务中获得了自豪感与成就感 。
表1

在过去一年中，您参与志愿服务的频次大约是？ ［单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A． 每年 1 次

4727

31． 62%

B． 每季度 1 次

4080

27． 29%

C． 每月 1 次

3941

26． 36%

D． 每周 1 次

1862

12． 46%

E． 每天或两天 1 次

339

2． 27%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4 949

2． 增强青年发展的优先性
自从《规划》印发和实施以来，“青年优先发展 ”就逐渐成为热门话题。“《规划 》着眼促进
青年全面发展，分领域提出了具体的发展目标和任务 ，将青年优先发展的理念转化为针对性 、操
作性强的具体举措，充分照顾到了不同青年群体的发展特点，切实回应了当代青年的普遍关
［6］
切。” 调查发现，“青年优先发展”不仅仅是理念的倡导，而且要贯彻到各项工作、各类行动之
中，青年通过在发展中激发潜能、在发展中发挥活力、在发展中勇于创造，为社会经济发展作出
更多更好的贡献。志愿服务是体现青年优先发展、促进青年优先发展的一个有效途径。（ 1） 青
年在志愿服务组织中不用“论资排辈”“卑微压抑”，而是发挥年轻人特有的思维活跃、敢于探索
等特点，通过志愿服务为社会人群作出贡献，证明自己的价值。（ 2） 青年在志愿服务中获得多
样化的锻炼和提升机会，在没有“权威 ”压抑的情况下不断尝试新领域、培养新能力，从而获得
素质发展，成为社会建设人才。（ 3） 青年在志愿服务中有更多的渠道发声，表达自己对于社会
进步、人类发展的看法，通过交流沟通，不断形成自己的新观念、新见解，汇聚成为推动社会发展
的活跃力量。“青年优先发展”既需要政策制度的保障，也需要实践行动的支持，志愿服务就是
促进青年优先发展、培育青年能力素质的重要渠道。
3． 增强青年发展的实践性
新时代青年发展具有不同于传统社会的特征。 农业社会的青年发展是靠“父传子”“长传
幼”的传承方式，工业社会的青年发展是靠师徒关系的传承方式 ，现代社会创造了学校，青年发
展较多依靠“教育”“灌输”的传承方式。 但是，玛格丽特等学者指出，社会从“前喻”“并喻 ”到
“后喻”发展，青年一代通过媒体信息、网络信息，获得比前辈更多的启迪和熏陶，正在逐渐掌握
社会发展的主动权。但是，从简单地感知社会到深入地理解社会 ，再到推动社会发展、推动社会
变革，就需要大量社会实践的锻炼、社会实践的启迪，并且与知识传承相互补充、相互充实。 志
愿服务成为青年获得实践感知、实践体验、实践教育、实践成长的机会，成为青年发展的重要
途径。
从调查数据看，目前青年参与较多的是“体能型服务 ”，这也是青年自己较不满意、希冀改
变的。他们正在探索实现“技能型服务”“智能型服务 ”，充分运用智慧、知识、技术、技能等，在
社会服务领域更好地帮助社会人群 ，更好地体现价值。2020 年，中国经历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
病毒疫情，对人们包括青少年身体健康、生命安全造成极大的威胁。这时候，团员青年特别是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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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志愿者率先站出来，参与防控疫情、人群关爱的服务等，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青年‘勇
敢群体’是经历惶恐、躁动之后，学会不害怕、不回避，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运用自己的勇气、
［7］
力量、经验、智慧去战胜困难、解决问题的新兴群体。” 这种从惶恐转向勇敢的心态，在防疫实
践中，通过志愿服务促进防控疫情工作的顺利推进 ，保障城乡群众的健康安全，都发挥了非常重

要的作用。与此同时，青年在防疫志愿服务实践中锻炼和成长 ，不仅仅培养了胆识和勇气，而且
也培养了科学思维和生活智慧，积淀了青年发展的重要基础。
表2

您平时参与最多的志愿服务类型是？ ［单选题］
小计

比例（ % ）

A． 体能型服务

7000

46． 83

B． 技能型服务

470

3． 14

C． 关爱型服务

3435

22． 98

D． 智能型服务

859

5． 75

E． 捐助型服务

2587

17． 31

选项

F． 其他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598

4

14 949

4． 增强青年发展的创造性
青年是最富有创造精神、创新活力的群体，实施《规划》，如何消除束缚和制约，营造鼓励和
支持青年创新创造的社会环境，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志愿服务是增强青年创造特性，激励青
年发展活力的一种渠道。（ 1） 青年参与志愿服务是激发灵活性、激励创新性的活动。 因为，志
愿服务是适应城乡群众生活需求 、社会文明进步需求开展的多样性服务活动。 不像单位、企业
等有既定程序工作步骤，没有习以为常、习惯使然的约束，志愿服务需要激励青年志愿者的灵活
探索、创新实践。这样，青年在志愿服务中获得的创新活力 ，对于青年发展的其他方面具有积极
的影响。（ 2） 青年在志愿服务团队中相互鼓励和发挥创造性 。志愿组织较多由青年自愿组成、
自主运行，较少正式机构的机械性和制约性。 因此，志愿服务团队成员之间的非正式关系较为
轻松，这这有利于互相激励、共同创造。从我们在北京、浙江、广东、四川等地调查的情况看，不
论是大学生志愿者团队，还是社会志愿者团队，青年志愿者都感觉交往愉快和轻松 ，有利于发挥
想象力，创造新服务与新活动。（ 3） 青年在志愿服务中培育和保护创造基因 。由于传统文化的
影响，很多青少年在自发创造的时候，常常被家长和教师所制止，认为是“不务正业”“缺乏规
矩”。但是，在志愿服务中，没有太多的前人经验和固定模式供借鉴，青年只能够按照自己的想
法和意愿去探索实践，就形成了许多创造性的特色。 既有北京“夕阳再晨 ”运用网络技术提升
助老服务、社区治理和文明实践； 也有扬州大学志愿者在贵州省创造性地利用传统习俗 ，开启
“马背上的第二课堂”山区助学服务模式。可见，志愿服务提供许多机会和途径，让青年发挥创
造性、获得成就感，让自己的人生打开多扇窗户，获得阳光快乐。
实施《规划》，要充分发挥志愿服务的积极作用，为青年发展提供支持，让青年在参与志愿
服务过程中获得主体性、优先性、实践性、创造性等，从而拓展发展空间、增添发展机遇，在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成长成才、建功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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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志愿服务促进青年发展的类型
新时代的志愿服务发展迅速、
领域广泛，其中文明实践志愿服务、乡村振兴志愿服务、社区治
理志愿服务、
扶贫助困志愿服务、
文化复兴志愿服务、
生态环保志愿服务、应急救援志愿服务、网络
空间志愿服务等是青年参与较多，
并且对青年发展具有较大促进作用的类型，
值得重视和研究。
1． 文明实践志愿服务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是适应时代需求、具有重要意义的试点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主
持中央深改委第三次会议讨论通过的《关于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 》
（ 以下简称《指导意见》） 强调： “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是深入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8］
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载体，要着眼于凝聚群众、引导群众，以文化人、成风化俗。” 按照
《指导意见》的要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 所、站 ） 的主体力量是志愿者，主要活动方式是志愿
服务。团员青年成为文明实践志愿服务的活跃力量 、先锋力量。 一方面，青年在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发挥思想活跃、兴趣广泛的特点，运用新颖生动的方式做好“传播新思想、弘扬新风尚 ”
的工作，让党的科学理论、科学政策贴近社会、贴近群众，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另一方面，青
年在文明实践志愿服务中受到感染和熏陶 ，开阔视野、转变观念，越来越善于把握乡村社区的发
展机遇，促进自身素质提升，更好地成长成才。
表3

据您了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多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A． 传播新时代新思想

10 956

73． 29%

B． 宣传党的方针政策

5749

38． 46%

C． 倡导文明生活习惯

8861

59． 27%

D． 做好扶贫助困服务

4877

32． 62%

E． 丰富基层文化生活

3926

26． 26%

F． 建设生态美丽家园

5345

35． 75%

133

0． 89%

G． 其他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4 949

从调查数据看，青年认为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在传播新时代新思想、倡导文明生活习惯等方
面具有非常突出的作用。 青年既是新时代文明实践的推动者，也是文明实践志愿服务的受益
者。在各级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由县委书记（ 镇委书记、村委书记 ） 担任主任 （ 所长、站
长） ，也担任志愿服务总队长（ 分队长、队长） ，青年志愿者团队成为发挥探索创新作用的重要组
成部分。从我们到试点县区的调查情况看 ，虽然乡村社区较多的是老年志愿者、妇女志愿者参
与活动，但是许多文明实践站点挑选青年志愿者作为管理协调人员 ，联系和组织各类志愿服务
活动； 同时，来自县区、镇街的青年志愿者队伍，与乡村老年志愿者队伍、妇女志愿者队伍合作，
帮助乡村力量创新项目、丰富服务，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调查发现，青年在文明实践志愿服
务中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 ，理解新时代党的理论和政策的价值，指
导自己人生成长，提高思想认识和素质能力。
2． 乡村振兴志愿服务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越来越重视乡村振兴和农村发展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制定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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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也将志愿服务作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形式 。 广大青年在参与乡村振兴志愿服务、推动
乡村振兴战略的进程中，获得青年自身发展的新机遇。（ 1） 广大农村的团员青年，在参与乡村
振兴志愿服务的过程中，不断接触党政部门和社会网络，不断获得慈善公益的支持和帮助，社会
视野不断拓展，志向目标不断发展，逐渐成为具有创造力的“乡村能人”“乡村精英 ”。 从我们调
查的情况看，农村党团组织骨干、乡村振兴能人、志愿服务骨干、热心新乡贤等身份往往聚集一
身，成为优秀青年发展成才的有效路径 。（ 2） “新上山下乡青年 ”及来自城市的青年志愿者，在
乡村帮助农民发展产业、拓展市场。最初是志愿服务无偿帮助农民，逐渐走向公益创业获得发
展基础； 后来开拓出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农民经济生活改善的重要途径。（ 3） 青年科技志愿者、
大学生志愿者参与乡村振兴志愿服务 ，将所学知识技能传授给山区群众，帮助他们跨越“知识
鸿沟”“信息鸿沟”，寻找产学研合作、城乡合作拓展农产品市场、开发农村生态旅游的新路子。
不论是青年博士硕士，还是“新下乡青年 ”群体，或者是农村青年新生代，都在参与乡村振兴志
愿服务，帮助农民脱贫致富、改善生活的同时，让自己的人生轨迹发生了改变，产生了崭新的生
活期望、生活追求，获得了发展的新机遇和新路径。
3． 社区治理志愿服务
中国改革开放，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到推动社会建设 、推进社区治理，从构建国家治理
体系到促进社区治理创新，都为志愿服务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也为青年发展提供了多样的机会。
青年是社区治理的生力军和活跃力量 ，往往以志愿服务的方式参与社区民主治理、促进社区发
展。“志愿者面向居民、公民等宣传公民意识、提高公民素质，引导人们认识公民权利与义务的
［9］

统一，追求自己合法权益的同时理解和兼顾公共利益 。” 从我国社区治理的变化历程看，经历
过“舍小家、保大家”的集体主义社区生活阶段，也经历过“计较小家、忽略大家 ”的个人利益社
区生活阶段。前者强调“单位包办社区、社区包揽生活”，青年缺乏个人生活空间； 后者突出“个
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青年缺乏邻里关怀与温暖。 党的十八大以来，一方面推进社
区治理创新，激励群众包括青年积极参与社区事务、参与协商治理； 另一方面，发展邻里守望志
愿服务，构建人与人之间相互关怀、互相帮助的社会关系。 青年一代成为社区治理创新的活跃
力量，既传承中华传统美德，也引入协商治理原则； 既维护公共生活秩序，也尊重个人生活权利；
既奉献爱心助人为乐，也鼓励自强自立创造生活。这样，在老年人逐渐增多、妇女逐渐掌握话语
权的社区生活中，青年一代成为创新者与改变者，不断为社区治理带来生机活力，也为自己营造
生活与发展的新型空间。青年在社区治理志愿服务中的实践和锻炼，积累知识和技能，提升能
力与素质，为参与和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建设打下良好基础 ，有利于发挥特长、作出贡献。
4． 扶贫济困志愿服务
扶贫济困志愿服务是中华民族自古的传统 ，在新时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 团员青年
参与扶贫济困志愿服务，既能够奉献爱心，帮助有需要的人群解决困难、改善生活； 也能够在志
愿服务中感知社会、深化认识。目前，青年参与扶贫济困志愿服务主要有以下几个类型 ： （ 1） 农
村脱贫攻坚志愿服务。青年志愿者通过“西部计划”“支教行动”“美丽乡村志愿服务”“乡村健
康志愿服务”“农村科技志愿服务”等，前往山区农村献爱心、做贡献。 与此同时，青年志愿者逐
渐了解农村、农业、农民，加深对中国国情特殊性的理解，为将来进入社会开展工作提供科学思
考的基础。（ 2） 关爱青年农民工、农民工子女的志愿服务。青年志愿者为进入大中城市和沿海
地区谋生的农民工群体提供文化融合 、就业咨询、卫生健康、子女教育等方面的关心和帮助，减
少社会不平等的影响。青年通过这些服务和交往，对城市社会有更多的了解，对流动人口有更
切身的感受，对社会的认知不断丰富，对于生活与发展的想法也发生了变化。（ 3） 关心和帮助
特殊人群，包括孤寡老人、残疾人群、困难家庭等。 青年志愿者在参与这些服务的时候，需要掌

· 14·

握相应的心理知识和帮扶技巧，从而改变了自己对生活的认知。特别是，许多青年是独生子女，
生活条件优越，对于社会生活的困难与问题知之较少。 作为志愿者，他们接触特殊困难群体之
后，一方面被服务对象的艰难生活所震动 ，另一方面为服务对象顽强的生活意志所感动。“他
们这么艰难都追求更好一些的生活 ，我们这么好条件还怨天尤人，太不应该了。”这是很多青年
参与扶贫济困志愿服务之后发出的感慨 。所以，青年参与扶贫济困志愿服务能历练人生意志、
更新生活观念、树立发展志向，促进青年具有更高更好的追求。
5． 文化复兴志愿服务
进入 21 世纪以来，追求中华文化复兴、树立中华文化自豪感成为广大青年的追求，也成为
志愿服务的新领域、新类型。在改革开放初期，在青少年中一度出现过“崇洋媚外”“数典忘祖 ”
的情况。青年志愿服务发展以来，弘扬优秀中华文化、弘扬优秀民族习俗就成为其中非常重要
的内容。青年志愿者一方面深入农村、深入山区，发掘传统民俗中富有生命力、富有影响力的因
素，进行整理和提炼，成为新时代展现中国特色的重要元素 。 不论是“青年华服志愿服务团
体”，还是“青年民俗风情志愿服务团体 ”，都在面向乡村、面向农民的服务交流中有收获、有启
迪，让来自“最基层”、具有“泥土味”的民族瑰宝焕发生机活力，赢得世界关注。 另一方面，“回
归国学”“回归典故”，通过“去伪存真”“去粗取精 ”，整理对于当今和未来发展具有启迪的思
想，让中国思想和中国文化产生更加鲜活的生命力 。 调查发现，团员青年就是在寻找和整理中
国文化、中华民俗优秀元素的时候，增强了对国家和民族的自豪感，也增强了自身发展的自信心
和自强精神，不断调整自己的发展志向、发展目标，努力为国家、为世界作出更大贡献。
6． 生态环保志愿服务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对于生态环保重要性的认识不断加强 ，追求逐渐强烈。 近年来，“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广泛传播，赢得了城乡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的认同和拥戴。 与此同
时，生态环保志愿服务迅速发展，种类多样，也吸引着众多团员青年参与。 一方面，大中城市和
工商业发达地区的环保志愿服务迅速兴起 。 在工业化初期，人们单纯追求经济利润，单纯追求
生活致富，缺乏环保观念，造成的空气污染、土地污染、水污染等状况严重，甚至导致一些地区人
们的健康受损害。青年志愿者率先发起参与防治污染 、支持环境检测的服务，通过“志愿河长 ”
“河小青”“河小二”等志愿者行动，为城市生态环境改善提供帮助。 特别是处于经济发达地区
的深圳市建立“志愿河长学院”，邀请院士、博导、教授为环保志愿者授课、辅导，提高青年在生
态环保服务中的专业水平。另一方面，一批批青年志愿者深入山区、边疆，到长江黄河发源地、
深山老林、国家森林等进行志愿服务活动，做好生态保护。调查发现，青年在参与生态环保志愿
服务的时候，也获得自身发展的新启迪、新机遇。一些青年掌握生态环保知识之后 ，改变生活方
式，追求健康生活，促进身心健康； 一些青年从环保志愿服务走向环保公益创业 ，创办社会企业，
获得创新创业的新路径。一些青年在提高环保专业知识的同时，推进专业化服务，逐渐建立环
保教育和传播的机构，拓展社会服务的领域。 生态环保成为新时代的生活时尚，不仅仅带来志
愿服务的新内容，而且也带来工作生活发展的新领域 ，成为青年发展的新空间。
7． 网络空间志愿服务
“网络改变世界”“网络改变生活 ”的口号，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影响广泛、作用重大。 同
时，网络也是“双刃剑”，在带来许多启迪与便利的同时，也产生了意想不到的问题，造成对社会
道德、社会秩序的冲击。青年积极参与网络志愿服务，一方面利用网络技术提高志愿服务的创
新性，发挥更大更好的作用； 另一方面，建设“晴朗网络 ”，为广大民众特别是青少年提供健康有
益的网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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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您曾参与志愿服务的组织、队伍主要采用以下哪些方式进行宣传和推广？ ［多选题］
选项

A． 微信公众号

小计

比例

11 824

79． 1%

B． 微博

2551

17． 06%

C． 小程序

2527

16． 9%

D． 抖音

1564

10． 46%

E． 快手

461

3． 08%

F． 相关的网站

3459

23． 14%

G． 纸质媒体（ 报纸或者杂志）

2026

13． 55%

H． 广告栏或者海报

2822

18． 88%

984

6． 58%

I． 其他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4 949

从问卷调查数据看，大多数青年参与的志愿服务组织利用网络 、微信、微博等作为联系志愿
者、组织服务活动、进行文化传播的手段，社会影响力大大超过传统的手段。 尤其值得注意的
“后浪”群体即“90 后”“00 后”青年运用网络开展志愿服务、传播志愿文化，具有更加新颖的
是，
特点，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田丰研究员分析 2020 年防控新冠疫情志愿服务中的“饭圈女孩 ”
案例时提到： “在‘饭圈女孩’身上，能看到互联网的平台作用完全可以作为社会治理创新的重
要途径。一方面是平台能够实现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 ，避免了单一参与主体对社会治理资
源、信息的垄 断； 另 一 方 面 平 台 能 够 为 分 工 协 作 提 供 基 础，基 于 社 会 分 工 引 入 各 方 参 与 力
［10］
量。” 特别是将防疫服务中的“饭圈女孩 ”群体与传统慈善公益组织 （ 如湖北省红十字会 ） 比
较，呈现出青年公益慈善与志愿服务的创新趋势 ，更加受到社会大众的信赖和支持 。 与此同时，
青年在网络资源服务的过程中，更快获得社会空间拓展，更快获得社会资源聚合，也为青年发展
开拓出特色不同、富有新意的路径。
新时代中国诞生的种类多样、富有活力的志愿服务，吸引青年参与、发挥作用。 同时，青年
也在各种类型的志愿服务中获得锻炼与成长 ，获得发展机遇，创造不同的人生道路。

三、青年发展对志愿服务的推动作用
新时代的志愿服务发展壮大，为实施《规划 》和青年一代成长成才提供了有效途径； 同时，
青年的广泛参与和生机活力，也为志愿服务的不断创新提供动力 。
1． 重新认识和理解志愿服务精神
新时代的团员青年，站在新的历史高度，重新认识和理解志愿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华
中农业大学“本禹志愿服务队 ”的回信中勉励青年志愿者： “希望你们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
步的志愿精神，坚持与祖国同行、为人民奉献，以青春梦想、用实际行动为实现中国梦作出新的
［11］
更大贡献。” 过去一段时期，青年对于志愿精神的认识仅仅是无偿奉献 、帮助社群； 如今，通过
学习和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 ，对于志愿精神具有更加丰富的认识，成为人生发展和社会贡
献的科学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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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您参与志愿服务的原因倾向于： ［多选题］

选项
A． 帮助有需要的人

小计

比例

11 376

76． 1%

B． 为社会、国家做贡献

7123

47． 65%

C． 实现个人价值

5779

38． 66%

D． 锻炼自己的能力

6353

42． 5%

E． 增加社会见闻，获得和丰富自己的经验

3755

25． 12%

F． 多结识些朋友，增进交流

1333

8． 92%

G． 追求成就感、自豪感和荣誉感

317

2． 12%

H． 为了消磨、打发时间

155

1． 04%

1561

10． 44%

115

0． 77%

I． 单位 / 学校等任务
J． 其他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4 949

从调查数据看，青年参与志愿服务的动机，既有“奉献、友爱 ”的元素，也有“互助、进步 ”的
元素。也就是说，青年既有利他的动机，也有利己的动机。但是，在志愿服务中逐渐做到了利他
与利己相融合，通过奉献友爱精神的弘扬，带动“利己”“小我”的转化和升华。 这恰恰是青年一
代对志愿服务理解的丰富性、多样性，让志愿服务更加贴近社会、贴近群众，更加具有吸引全民
关注、全民参与的魅力，成为新时代的社会生活时尚。
2． 青年全面活跃志愿服务组织
当代中国志愿服务组织的发展，经历了从北京、天津、广东等地率先探索，到共青团中央发
起成立青年志愿者组织，逐渐推动社会各类志愿服务组织发展和繁荣的过程。 改革开放以来，
在志愿服务组织的发展变化过程中 ，青年的活跃性与创造性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方面，
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以及各级各类青年志愿服务组织 ，勇于探索、大胆创新，激励团员青年不断
拓展服务领域、关爱社会人群。从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服务到研究生“支教 ”志愿服务，从大
学生社区志愿服务到关爱农民工子女志愿服务 ，从青年参与社会治理创新志愿服务到投身脱贫
攻坚志愿服务，从青年参与大型国际赛会志愿服务到援外志愿服务 ，都为中国志愿服务组织的
创新发展、领域拓展作出了贡献。另一方面，在各级各类志愿服务联合会、社区志愿者协会、助
老助残志愿者协会、环保志愿者协会、文艺志愿者协会中，青年志愿者都是生力军和先锋力量，
为志愿服务组织带来生机活力。特别是青年志愿者与老年志愿者合作、与妇女志愿者合作、与
专业志愿者合作，以青春活力带来志愿服务组织的旺盛生机，产生了良好的效果。 在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新时代，志愿服务组织需要更多的创新、更多的发展，需要团员青年发挥思维活跃、敢
于创造的特点，为志愿服务组织探索新机制、激发新活力。
3． 青年全面创新志愿服务项目
新时代志愿服务的发展特别需要创新项目 、丰富项目。团员青年是推动志愿服务项目创新
发展的主要力量。2010 年广州亚运会举办之后，大批青年志愿者希望创造更多机会，提供赛会
志愿服务项目社区、农村的转化，促进赛会志愿服务力量向日常化、持续化发展。 为此，策划和
实施了“广州志愿服务交流会暨项目大赛 ”，借鉴“广州商品交易会”连年举办的经验，构建常态
化项目创新发展的机制。经过 2011 － 2013 年的探索和实践，积累了项目创新经验，形成了大赛
举办规则，由共青团中央、中央文明办、民政部、文化部、水利部、中国残联、卫健委、中国志愿服
2014 年开始启动中国志愿服务交流会暨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通过
务联合会等共同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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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会，逐步建立起志愿服务项目全国竞赛机制和体系 ，推动各级共青团和青年志愿者协会组织
建立志愿服务项目库，承担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项目，吸纳孵化公益服务类青年社会组织 ，整合对
［12］
接各类社会资源，不断推进市县青年志愿者协会规范化建设 。” 目前，全国志交会带动各省市
区开展三十多个省级赛会、数百个市县级赛会，让来自乡村社区、企业学校的青年志愿服务项目

获得展示交流机会，获得评奖机会。同时，中央文明办等每年评选“四个 100”中的“最美志愿服
务项目”，在全社会产生广泛的影响，吸引各地区学习和参考。 调查发现，不论是中国志愿服务
交流会暨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 ，还是“四个 100”的“最美志愿服务项目 ”，以及民政部评选的
“优秀社区志愿服务项目”、文化部评选的“优秀文化志愿服务项目 ”、团中央评选的“优秀青年
志愿服务项目”、扶贫办评选的“优秀扶贫志愿服务项目”等，在面向广大社区、农村宣传推广之
后，为基层志愿者和志愿服务组织开展关爱和服务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带动城乡志愿服务更有
新意、更有实效。
4． 青年全面繁荣发展志愿服务事业
青年作为社会最活跃的力量，在促进志愿服务事业发展、构建和谐美好社会的过程中作出
越来越大的贡献。改革开放以来，志愿服务在社会经济建设、社会治理创新中发挥越来越重要
的作用。陆士桢教授提出： “在国家发展的全面建设中，中国特色志愿服务起到的正是这种连
［13］
接自我与他人、个体与民族、公民与社会、百姓与国家的积极作用。” 志愿服务成为政府服务、
市场服务之外，连接人与人关系、沟通人与人心灵，提供关爱温暖和解决社会问题的重要辅助途
径，受到各级党政部门重视，受到城乡广大群众关注。目前，志愿服务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文明实践志愿服务、乡村振兴志愿服务、社区治理志愿服务、扶
贫济困志愿服务等，在帮助社会人群的过程中传播新思想 、弘扬新风尚，推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具有日趋重要的作用。青年作为志愿服务的中坚力量和先锋力量 ，为
志愿服务事业的发展繁荣提供创造活力和旺盛生机 。与此同时，青年在推动志愿服务事业发展
过程中，获得自身的快乐、充实、成长，开拓出青年发展的新路径。
《规划》的贯彻与实施，既要通过联席会议、制度措施、指标指数等机制的建设，不断贴近青
年需求，不断融入社会发展； 也要与志愿服务、治理创新、文化复兴、生态环保等有机结合，探寻
青年发展的多样化机遇、多样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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