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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会的和谐与进步离不开大学生志愿服务的发展，经过对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社区志愿者服务体系的分析，从

课程、品牌、激励以及研究等方面对国内高校大学生志愿服务发展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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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志愿服务是促进社会和谐与进步的重要标志与途径。2013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给华中农业大学

“本禹志愿服务队”回信，肯定他们在服务他人、奉献社会中收获的成绩和进步，希望他们弘扬志愿精

神，坚持与祖国同行，为人民奉献[1]。2014 年，教育部联合团中央出台了《关于在各级各类学校推动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长效机制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学生志愿服务体系、评价体系和保

障体系。2015 年，教育部出台《学生志愿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强调建立健全学生志愿服务工作体系、评

价体系和保障体系，增强学生社会责任感。十九大报告指出推进诚信建设和志愿服务制度化，强化社会

责任意识、规则意识、奉献意识。 

2 大学生志愿服务的重要性 

大学生志愿服务在近年来蓬勃兴起，志愿者队伍逐渐壮大，2012 年以来大学生参加志愿服务累计

1000 余万人次，在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深圳大运会等重大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充分得到了社会的肯定。大学生志愿者服务的重要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有助于实现大学生的

精神需求，大学生志愿服务满足了大学生在自我实现和赢得尊重等方面的精神需求，使个人的精神境界

得到升华；第二，有助于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大学生通过志愿服务学习知识和技能,增强社会责任感,

提高合作竞争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创造能力、社会适应能力、社会交往能力等，全面提高大学生的综

合能力；第三，有助于推进社会和谐与进步，大学生志愿服务走进社区,弘扬正气，传播爱心和文明，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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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特有的感召力和影响力提高公民的整体素质,有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2]。  

3 阿尔伯塔大学社区志愿服务体系 

2016 年 6 月，阿尔伯塔大学学术委员会和董事会一致通过了新的大学战略规划“为了公众利益”。 

它充分展现了大量毕业校友、大学志愿者、战略伙伴和其它利益相关者对学校的有力支持。阿尔伯塔大

学也致力于深化与他们的联系，在他们的帮助下共同实现“为了公众利益”的目标。早在阿尔伯塔大学

成立的初期，学校的教授和员工们就积极的到广大农村社区传授各类知识，从莎士比亚文学到农业生产

的作业流程。从那时开始，阿尔伯塔大学就深深的融入到远近的社区之中。在 1908 年，创校的第一任校

长亨利·马歇尔·托里对阿尔伯塔人说到“现代公立大学的产生源于人们自身的需求”，并承诺道“知

识不应仅仅是学者的追求。提升全体人民才是大学存在的最终目标”。他向未来的后辈们提出了挑战，

教他们不要忘记这个终极目标。 

阿尔伯塔大学的发展规划提出要加强和维护互惠互利的社区关系，加强与社区的交流，开展社区研

究，从而扩大大学对社会的影响、价值和有效性。学校与社区的关系的重要支撑与桥梁就是大学生社区

志愿服务。 

3.1 社区服务学习课程 

阿尔伯塔大学开设的社区服务学习课程使学习变得活跃起来。学习将学术课程与基于社区的经验联

系起来。大学生将他们的时间和才华带到社区组织, 作为他们学习的一部分, 挑战他们以新的方式参与

他们的学业, 探索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社区服务学习课程通过持续和协作的过程集成到课程中。社

区合作伙伴描述他们的志愿者和研究需求给我们, 和导师设计他们的课程项目和目标, 把这些社区的经

验融入课程的学生。 

通过这个课程，大学生能发展个人的批判性思维, 解决问题的技能, 以及提高沟通, 协作和领导能

力;能提高对课程材料的理解, 并学会将课程材料应用到新的情境中;获得在非盈利部门实践的实际经验；

以及更多地了解社会问题及其根源。通过这个课程，教师获得活跃的课堂、教育学的新观点以及与社区

组织的联系;并能学习互动式教学方法, 促进学生的主动学习了解社区问题的第一手知识;还是探索合作

工作和研究机会的新途径。社区通过这个课程对大学生的精力和能力有了新的认识, 发展了现有的或新

的项目, 建立了与大学的联系, 并有机会成为联合教育者;还能获得实现组织目标所需的额外人力资源;

同时提高公众对关键问题的认识;以及识别和访问其他大学资源。大学通过这个课程促进公民参与, 培养

大学生领导能力;鼓励教师、学生和社区的互动与协作;发展和加强大学与社区的关系;以及在校园和更广

泛的社区中嵌入发现学习体验。 

3.2 社区帮助项目 

社区帮助项目是为员工和学生免费提供的培训项目。社区志愿者工作团队在学生处的监督下, 为各

年龄段、群体、背景和收入水平的大学生提供支持, 使他们相互联系, 成为校园社区, 以及校园内外的

资源；同时社区志愿者工作团队在大学生在校以及之后发展中协助介绍、培训和社区活动, 使大学生聚

集在一起, 建立社区, 减少孤独感, 锻炼能力。社区教育促进和促进学生、教职员工和教员的学习和发

展机会；社区建设识别和加强社区内现有的资产；社区外联和资源加强社区成员与服务和资源的联系；

社区激励协助社区成员自我激励。利用社区实践原则, 通过培养校园社区成员之间的联系和恢复能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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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校园的福祉，包括识别个人力量、培养人际关系和创造健康的社区。社区志愿者们为年轻人提供 "

正式" 和 "非正式" 支助的桥梁,侧重于预防和及早识别可能有危险的年轻人；提供资源、联系和支持方

面的广泛培训,为社区能力建设提供了一个模型, 涉及青年心理健康促进问题；通过提高社区意识减少污

名,扩大关于心理健康问题的知识, 并为那些可能有自杀风险的人改进干预措施。 

社区志愿者项目将研究生、学者、博士后和所有学科的校友联系到中小学和大社区的学生, 分享他

们的研究知识和经验，激励明日的领导人和思想家。无论是参观学校、参加科学博览会还是举办人文会

议, 每年约有 470 志愿人员职位可供约 58 个活动之用。研究生志愿者可以获得学术认可, 这些活动可以

用于奖学金和奖项评比；还可以获得实际的教学经验, 开发一个创造性的方法, 完善研究报告和建立信

心；同时与其他研究人员和雇主联系,在自己研究领域获得新的兴趣和机会；研究生志愿者们还能得到八

小时的专业培训。 

3.3 社区-大学合作伙伴关系研究中心 

社区和大学有许多共同利益。双方都希望改进知识, 以不同的方式分享知识, 并为以证据为基础的

政策和做法作出贡献, 使儿童和家庭得到最佳的利益。他们都具有追求这些利益的专门知识和资源, 两

者都认识到他们的专长和资源是不完整和有限的。埃德蒙顿社区和大学的成员产生了一个研究中心的想

法, 因为他们认识到, 如果他们都要负责任地追求自己的目标, 他们需要在共同关心的领域分享专长和

资源。 

社区-大学合作伙伴关系研究中心研究社区的儿童、青年和家庭和大学的伙伴关系，努力改善儿童、

青年、家庭和社区的福祉，在埃德蒙顿和阿尔伯塔的社区成员、研究人员、从业者、社区组织、资助者

和决策者之间建立独特合作。中心的研究目标是创造、分享和调动知识, 使之能够告知政策、实践和评

估, 以促进儿童、青年和家庭的发展。每个项目都是通过创新的基于社区的研究伙伴关系指导的, 其中

包括来自不同部门和学科的社区和大学伙伴。中心通过反思、评价和学习来驱动改进和创新，进而改进

实践、计划和政策。真正的合作、参与以及社区和大学合作伙伴之间的共同领导是中心工作的关键基础。

社区的合作伙伴带来各种知识、价值观、社会规范、文化背景和环境, 为研究及其成果作出贡献。 

3.4 社区服务奖励 

社区服务奖励表彰那些致力于社区志愿服务的人, 并对社区和大学产生积极影响的人，体现了阿尔

伯塔大学承诺的“为了公众利益”的精神。比如 2017 年社区服务领导奖的获奖者大学健康中心护理团队。

在麦克默堡的大规模野火之后, 当超过 1200 灾民在李斯特霍尔避难时, 大学健康中心护理队是校园内动

员的首批团体之一。该小组迅速设立了一个分流站, 为那些生活被大火摧毁的流离失所者提供必要的医

疗和情感支持。随着危机的进展, 护理团队动摇, 利用自己的时间和资源, 确保药物和供应。他们的献

身精神是在阿尔伯塔大学欢迎和支持麦克默堡撤离人员的重要组成部分。 

4 大学生志愿服务的几点思考 

4.1 开展志愿服务课程，提升大学生志愿服务的专业含量 

阿尔伯塔大学通过社区服务学习课程，让学生系统化的开展志愿服务，并在活动中实践和学习，在

志愿服务中不断提升自身专业知识。 

高校要为大学生志愿者量身定制适合的培训课程，要论证大学生志愿服务课程的可行性，注意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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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培训与实践培训结合起来，做到论证充分、定位准确、方向明晰；讲授志愿服务的基础知识、专业技

能、管理方法，提升志愿者对突发事件的处理能力；要结合大学生的特点,根据公众的需要和社会发展研

究制定专项的志愿服务课程。高校还可以搭建大学生志愿服务网络平台，开展网上志愿服务课程，让志

愿者定期分享经验，推进志愿服务交流。 

大学生具有专业功底较厚、文化层次高、创新能力较强的特点，是一个特殊的知识群体，运用自己

所学知识为社会服务是活动保持旺盛生命力的关键，是大学生志愿服务活动的重要特征。高校要突出专

业特色,以大学生所学专业为基础科学合理安排志愿服务，提升大学生志愿服务的专业技能含量；要积极

引导和鼓励大学生在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中把志愿服务和专业学习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优

势，形成专业知识学习与志愿服务实践的良性循环
[3]
。 

4.2 打造志愿服务品牌，树立大学生志愿服务的价值观 

阿尔伯塔大学社区志愿服务品牌项目已经运行了几十年，大学生在这些项目中整合资源，完成自我

激励，形成社区服务的氛围，增强大学生志愿服务的意识，建立了志愿服务的价值观。 

高校要科学设计志愿服务的形式和内容，使得活动形式有效多样，打造志愿服务品牌。大学生志愿

服务要想有品牌效应，必须有稳定的志愿服务基地，高校应结合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行业和领域，发挥

人才、知识、技能、学科、专业等优势，建立志愿服务基地；大学生志愿服务要想有品牌效应，必须有

自己的特色，高校以受助方的需求为导向，结合学校的办学特色和大学生的专业特点，逐步建立大学生

志愿服务的品牌；大学生志愿服务要想有品牌效应，还必须确保志愿服务活动过程的连续性。高校要根

据大学生群体周期流动的特点,完善志愿者招募机制 ,让更多的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使志愿服务有长久

的发展动力。 

高校要大力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在全社会形成良好舆论氛围，提高全社

会对大学生志愿服务活动的认识，为大学生在志愿服务的实践中做贡献构建宽广平台。高校要鼓励大学

生参与志愿服务，强化大学生的自愿性和成就感；帮助大学生在志愿服务中树立对人民的感情、对社会

的责任、对国家的忠诚的核心价值观，激发大学生参加志愿服务的热情
[4]
。  

4.3 完善志愿服务激励机制，加强大学生志愿服务的研究 

阿尔伯塔大学社区服务奖励大会每年举行，对社区成员、教职员工、学生或博士后研究员通过义工、

公众演讲、学校探访或其它杰出的社区志愿服务产生积极影响的个人或团队进行表彰。阿尔伯塔大学有

专门的社区志愿服务的研究机构，对如何维护大学与社区的伙伴关系，开展大学生志愿服务等开展深入

研究。 

高校要完善志愿服务激励机制。高校可以将大学生的志愿服务记录归入学生综合素质档案，并作为

大学生志愿服务经历鉴定的重要依据；借鉴国外大学的经验，把志愿服务纳入大学生培养体系当中，把

经过学校认证的志愿服务纳入实践学分管理；根据大学生志愿者参加志愿服务的时间累计，实行认证志

愿者为一到五星的星级认证制度。高校要每年评选、奖励表现突出的大学生志愿者和志愿服务组织，颁

发相应的证书，给予专项的奖励；同时积极开展志愿服务先进典型宣传，集中展示大学生志愿者的风采。  

高校要针对志愿服务的发展开展科学研究,推进志愿服务的需求方、组织方、实施方的相互协作,为

促进国民素质的提高和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发挥积极作用，为社会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作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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