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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服务学习本质回归的
高校公民教育对策研究
张江龙，谭祖雪，章

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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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服务学习从产生之日起，始终与公民责任感培育紧密联系， 逐渐成为公民教育的重

要方法与手段。在我国引进和运用服务学习的过程中 ， 其理念越来越偏于其本质， 或强调服务或
强调学习，在具体操作层面也遇到了课程设置 、角色整合等方面的困境。 只有通过实现服务学习
目标理念的过程化、课程设置的项目化、学生反思的常态化、 价值元素的中国化等措施， 推进其
本土化，方可为大学生公民教育提供有效的方法支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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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应与社区机构产生互动， 提供学生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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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化的服务行动中去， 由此获得新知和 提 升 技

需求的社会资源，以促进学生人格的发展。” 杜威

能，进而提高学生之间以及与其他社会成员之间的

的经验教育观道明了服务学习真谛所在， 服务学习

合作、分析、评价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最终培养学

已经成为青年学生尤其是大学生全人教育的重要方

生的社会责任感。 在我国， 服务学习被广泛引入

法。在我国，服务学习在大学生教育中逐渐被尝试

到教育相关领域，不仅引入到学生的责任意识培养

使用，服务学习经常与 志 愿 精 神 的 培 育、 素 质 教

中，也被广泛用于相关专业人才的培养与发展中。

育、公民意识培养乃至专业教育紧密结合在一起，

从现有的众多定义看，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服务

甚至在学界采取了量化的方式对服务学习的效果进

学习。第一， 从目标上来讲， 服务学习要实现“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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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研究。 到目前为止， 我国对服务学习的引入还

务与学习”两大目标的共同达成， 既要满足社区发

处于借鉴阶段，如何建立与中国高校教育体制乃至

展与服务的目标，也要满足学生学习的目标， 在服

国民教育体制紧密配合的服务学习机制， 是当前和

务学习过程中有效整合两大目标是设计者 （ 教师 ） 的

今后需要讨论的重要议题，其本质是服务学习在大

重点关切； 第二， 从方法上讲， 服务学习强调“在

学生公民教育中的本土化问题。

做中学， 在学上做 ”， 以学校学习为基础， 以社区

一、服务学习与大学生公民教育

服务为载体，达成学做的结合与统一； 第三， 从过

1． 服务学习的内涵与外延。 服务学习形成于

程来讲，服务学习是包括启动、 计划、 执行、 评估

20 世纪中后期的美国，作为一种教学方法被广泛应

的一整套过程， 每个环节都需要认真考虑与推进，

用于大学生教育中，其主要是指通过高校和社区的

才能到达服务学习的真正效果； 第四， 从参与者来

合作，将课程与社区服务联系起来， 让学生参与到

讲，服务学习需有效整合各种力量于其中， 包括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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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教师、社区、政府乃至社会大众等， 实现各方

综合相关研究成果，公民概念可作以下解释： 一是

的有效协调，尽可能达成各方的共同受益， 成为决

公民需对所在的政治共同体有认同感和归属感； 二

定服务学习是否能够顺利进行的关键； 第五， 从手

是公民概念体现着权利与义务的相互统一， 既讲公

段来讲，服务学习特别强调反思， 反思促进了新知

民权利，更讲公民责任或义务； 三是独立、 自由、

识的产生和学生能力的提升，在服务学习中发挥着

平等是公民的应有之义。有学者认为我国的公民教

至关重要的作用。

育应着力于公民的爱国意识、 法律与理性意识、 责
［6］

要深入理解服务学习的内涵与外延， 不仅要梳

任主体意识和公共事物的参与意识等方面。 公民

理学界对服务学习的理解，更要追溯服务学习产生

概念的抽象化使得传统的课堂式教育和说教式教育

形成之源、发展动力之源。 从发展历史来看， 服务

效果大打折扣，服务学习情境性的教育方式和理念

学习虽然在 20 世纪中后期作为一种教学方法被美

为公民教育提供了重要的载体和渠道。 它将学生放

国社会广泛认知和提倡， 但其主要起源与美国 20

在了一个可以看得见、摸得着、 行得到的具体社区

世纪 30 年代百万青年参加国家和社区服务活动密

情景中，将责任意识充分地融于服务与成长中， 在

切相关。1944 年的“士兵法案 ”提出受教育的学生

生活的社区里、团结的氛围下、 自身的反思中培养

应该通过社会服务回报和回馈国家 ； 1964 年， 约翰

大学生的关爱意识、参与意识、 责任意识， 乃至国

逊总统创立美国志愿服务体系，即“VISTA”（ Volun-

家意识，有效地整合了多方需求， 形成满足“社区

teers in Service to America） ，将高校大学生力量以独

服务提供、专业技能提升、 公民意识培育 ”需求的

立身份纳入服务体系； 1971 年国家体验教育协会更

逐层目标实现体系。总之，公民责任的强调促成了

加提倡学生教育应与社区服务紧密结合， 随后， 美

服务学习的产生， 高校教育推动了服务学 习 的 发

国在国家层面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与法规 ， 如 1993

展，服务学习愈来愈成为高校大学生公民教育的重

［4］

年的“国家和社区服务信任法案 ”， 推动高校大学

要手段。
二、服务学习应用于大学生公民教育中面临的

生参与社区服务。随着高校参与社区服务不断被强
调和重视，教育界逐渐将服务学习纳入到学生教育

困境

的必修系列中。从服务学习的形成之源与发展动力

作为一种舶来品，服务学习引入我国高校大学

来讲，作为一种新的教育策略的吸引力， 服务学习

生公民教育中经历了一个本土化过程， 这个过程既

主要源于其先进教育的理念，正是由于此才得以在

是不断嵌入也是不断互动与碰撞的过程。 中 山 大

教育界开花结果。 因此， 服务学习源于社区服务，

学、南开大学、云南大学等高校已推行服务学习实

兴起于大学教育，既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教学策略

践数年，甚至在教学改革的研究中出现了大量与服

和方法，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教育理念及社区服务的

务学习相关的课题，促成了与服务学习相关的专业

一种创新形式，但要究其本源， 服务学习和专业教

课程的完善，这些对服务学习在我国的发展起着重

育并无直接关系， 来源于对社区服务形式的创新；

要的推动作用。但就目前服务学习应用于高校大学

究其实质，服务学习是学生公民责任感培育的重要

生公民教育的实际来看， 仍旧存在以下困 境 或 误

手段。

区，值得学界注意。

2． 服务学习与大学生公民教育的关系 。“要使

1． 服务学习理念转换之困境。 服务学习的理

年轻人掌握成为主动负责的公民所需的知识与技

念即要突破以往知识来自于学校的界限， 凸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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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服务学习是一种最佳途径。” 服务学习从一开

做中学、在学上做”的理念， 强调服务也强调学习，

始起，就与公民教育发生着联系， 不管是 20 世纪

构建学以服务为目的 的 教 育 氛 围， 达 到 社 区、 政

60 年代美国出现的国际和国内的和平队志愿者运

府、学生的目标整合。 然而， 受“实用主义”“就业

动，还是 20 世纪 60 至 70 年代美国发起的反贫困

至上”“利益至上 ”等思潮的影响， 学生甚至学校普

活动，都与公民责任的挖掘与培育联系在一起。 在

遍形成一种浮躁的治学态度和“实用主义”的研究环

我国的公民教育中，服务学习也逐渐成为公民教育

境以及“功利主义 ”的育才氛围， 以实现自身利益

的重要手段和途径。要厘清服务学习与高校公民教

（ 这种自身利益包括了高校和学生的自身利益 ） 为学

育的关系，还需要从公民概念本身入手进行讨论。

习的终极目标的知识和学术氛围已经在我国悄然形
2017.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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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对服务学习理念的不同理解

服务与学习的关系

侧重点

服务———学习

服务与学习的目标并重， 让服务者

SEＲVICE － LEAＲNING 与被服务者的期望和目标都能达成
服务———学习
SEＲVICE － learning
服务———学习
service － LEAＲNING
服务———学习
Service，Learning

以服 务 的 成 果 为 主， 学 习 的 目 标
次之

名称
服务学习
志愿服务

以学习目标为主，服务的成果次之

专业实习

服务与学习的彼此目标没有联系

劳作服务

成并且有扩展之趋势，即使学校设置了与服务学习

然触动原有的教学管理机制： 就教师来讲， 在课程

相关的课程，诸如专业实习、 大学生实践、 志愿服

教学任务中增加“服务学习 ”元素显然是一个挑战，

务等等，但仍旧是以功利为导向， 或仅专注于专业

这种挑战不仅仅意味着工作量的增加， 更是一种教

能力提升，或为综测名次， 或为保研加分等， 或着

学理念之转变，也意味着学生考核机制的转变， 它

眼于高校专业培养目标体系中的指标完成，“社区 ”

涉及到一系列的改革， 需要多部门共同面 对 和 完

俨然在服务学习中被“悬置 ”起来， 服务学习中的

成； 就教学管理者来说，管理者需要将教学过程权

“服务”功能被淹没或处于附属地位，进而服务学习

限作出适当让渡，保证教师对教学过程有一定自由

中的“责任”教育功能被逐渐忽略， 功利化的“服务

设计与安排权，至少在教学方式的采用上保持一定

学习”已经偏离了原有的理念和服务学习的本质 ，

的自主性。此外在教师的考核机制中， 服务学习应

没有充分体现服务学习的全 貌。 美 国 学 者 Sigmon

占一定比例，毕竟相对于传统的教学方式， 服务学

［7］

就曾指出几种对服务学习理念的偏颇理解， 足以

习有一定的难度，可能工作量更大。 但就目前实际

对当前服务学习的“误区”做出解释。

来看，不管对教师还是管理者来说， 这都具有一定

表中几种偏离状态也正解释了当前服务学习的

的挑战性，在教育领域对服务学习本质缺乏整体考

状况，这种偏离缘于在对服务学习本质的认知偏差

量和反思的情境下，服务学习的课程设置与改革将

及对服务学习理念的错误把握。 因而， 正确地把握

难以开展。 因而， 既要保证服务学习之真正实现，

服务学习的理念是我们尝试并推广服务学习的基础

又要嵌入当前教学机制，这是服务学习引入大学生

和前提，现实中把服务学习和学生的专业实习， 甚

公民教育必须面对的议题，也是深化高校教育体制

至志愿者活动等同起来的作法， 只能使服务学习失

改革的关键议题。

去原本的意义，也就失去服务学习在中国社会情境
下的成功实现本土化的可能。
2． 服务学习课程设置之困境。 当前， 服务学

3． 服务学习角色整合之困境。 服务学习虽然
强调学生的主体性反思，但这种主体性的反思是在
与社会成员互动中完成的， 必然涉及到多方关系，

习逐渐在一些专业诸如社会工作、 公共管理、 师范

如社会或政府对公民教育的期望与要求， 学生的自

教育、老年护理、医药卫生、 人力资源管理、 法学

我成长、教师的教学过程、 社区及居民的需求、 服

等社会服务专业中陆续引进并开展， 甚至有些大学

务机构的宗旨使命乃至学校的培养目标等等。 在现

面向全校学生开设服务学习学分 （ 或课程 ） 。 但由于

实中，这些需求往往处于一种非均衡状态， 甚至会

现行大学教育体制的影响，服务学习嵌入当前教学

出现相互冲突的情况。 如教师关注的是课 程 的 训

过程仍存在一定困难。在嵌入形式上， 服务学习多

练，学生关注的是技能的练习， 社区关注的是服务

与专业实习、课程实习、 社会实践相结合， 但面临

的提供，如果侧重于前两者的话， 势必会把服务学

着如何与传统教学方式有效组合和现有资源优化配

习当做一次实习或实验，社区成为实验的田野； 如

置的问题，目前更多实践是一种“勉强”的结合， 使

果侧重于后者的话，服务学习就纯粹成为一次志愿

得服务学习丧失了应有之义。 服务学习的嵌入， 必

服务或义务活动。相对应的是， 如果是实习或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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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话，教师和学生仍旧扮演了传统意义上教与学的

程进行反思以促进学习目标的达成。 因此， 建立过

角色，社区或社区机构仅成为提供场地和田野方，

程导向的服务学习机制， 是服务学习“大学生公民

即被动的“实验场地 ”或“练习场地 ”， 那么社区服

教育”本土化的重要策略。

务将处于服务学习中的附属和次要地位； 如果是志

2． 实现服务学习课程设置的项目化。 服务学

愿服务的话，教师的作用发挥有限， 更多扮演资源

习能够成为美国大学教育的重要形式主要归功于它

对接者的角色，学生则扮演服务者的角色， 社区成

将理论学习实践统筹于社会服务项目中。 有学者

为服务的接受方，或许这样的安排能够满足社区的

认为，采取项目化的思维推进服务学习课程设置有

需要，但终究因为与学生的专业学习相脱节， 也与

效地整合了服务学习的目标，对于大学生公民教育

服务学习的应有之义相脱离，不能达到服务学习的

之实现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服务学习课程设置项目

双重目的。 因此， 在服务学习中， 如何将社会 （ 政

化，一是意味着将服务学习作为一个项目来设计和

府） 、学生、 教师、 社区相关方整合其中， 事关服

运营，将目标、 时间和成 本 考 虑 在 内 设 计 服 务 项

务学习真正实施之关键。在现实中， 正是由于相关

目，在合理的时间内、经济的成本下， 实现恰当的

各方没有认识到和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导致服务学

目标，这在当前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不失为一种有效

习偏离原有轨道，这也是服务学习应用于高校大学

之举。二是有效地吸引了服务学习相关方的参与，

生公民教育的一个重大困境。

高校教师、社区、学生、政府相关部门和居民作为

［9］

三、高校公民教育中服务学习的本土化策略

项目的利益相关方，其需求在项目中以不同形式呈

只有将公民教育与大学的课程教学核心任务有

现，学生和教师作为项目的执行方必然会顾及到共

效结合起来，公民教育才具有真正的生命力； 只有

同需求的达成，这也突破了当前或以志愿服务为载

将“专业成长和公民成长 ”有效地整合到服务学习

体，或以专业实习为载体的服务学习困境。 三是有

中，才能实现服务学习之本质； 只有协调好服务学

利于形成可操作性的考核与评估体系， 方便教学管

习相关方的需要诉求， 才能有效推进服务 学 习 进

理部门控制和监督，作为教学管理方， 可以在教学

程。突破现存困境、推进服务学习本土化， 是我国

过程中设置项目，也可在实践活动中设置项目， 形

大学生公民教育的重要议题， 以下四个方 面 值 得

成类似于教学改革项目的管理体制， 这就突破了当

重视：

前服务学习的管理困境。四是能够丰富和拓展服务

1． 实现服务学习目标理念的过程化。 服务学

学习实践的载体与平台，如发挥学校社团和学生协

习的两重目的性决定了其对实施过程的重视， 应将

会的力量， 社团和协会采取项目运作推动 学 生 参

服务学习的目标与理念贯穿于全过程中完成。 按照

与，协力开展大学生公民教育。 总之， 要突破以单

社会工作学中罗斯曼的观点，要重视过程目标和任

一技能实践为导向或志愿服务为导向的成长模式或

［8］

务目标的共同实现。 所谓任务目标即是服务的提

服务模式， 形成以服务项目为载体， 集专业知识、

供、需要的满足、问题的解决等， 它强调的是具体

责任 意 识、 价 值 情 感、 行 为 规 范、 创 新 思 维 于 一

任务的完成； 所谓过程目标即指能力的提升、 意识

体，过程与任务相得益彰的服务学习模式 。

的增强、合作力的达成和归属感的强化等， 它与服

3． 实现服务学习学生反思的全程化。 系统性

务学习的理念和目标相互一致， 既要实现对社区服

的反思是服务学习课程的灵魂， 也是整合社区服务

务的提供，又要促成学生的改变， 这种改变包括了

与课程知识学习的关键， 在对情境的反思过程中，

专业技能的提升和公民意识的增强。 要促成这种改

学生能够不断深化对专业技能的掌握、 对公民责任

变的发生，就需要服务学习的各相关方， 尤其是教

的思考、 对社会规范的理解和对道德规范 的 感 知

师应充分发挥设计者和引导者的角色， 将目标理念

等。只有积极的批判性反思， 才可能使学生成为服

渗透到整个服务学习过程中，引发学生的思考与共

务学习中的最大受益者，才能使公民教育的具体维

鸣，以达至知识的生成、 能 力 的 提 升 和 意 识 的 内

度在过程中得以实现。 埃勒、 盖尔和斯密迪指出，

化。目标理念过程化就是要摒弃原有的以结果为导

高质量的服务学习反思应该具有持续性、 关联性、

向的实施模式，改革单纯重视服务或重视学习的做

挑战性和情境性。 持续性是指反思应贯穿于学习

法，深挖服务学习的过程价值， 促使学生对服务过

全程； 关联性是指反思既要建立在学习基础上对服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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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反思，也要建立在服务上对学习进行反思； 挑战

模式嵌入中国的高校教育体制中， 顺应教育体制改

性彻底推翻了“练习”为导向的实践，培养学生的批

革潮流，更是要将公民教育本土化的实质内容不断

判性思维； 情景性则强调了知识的现实感。 也就是

地渗透到服务学习中，达到目的与手段的统一。 在

说，只有将这四个维度的反思体现在服务学习的整

大学生公民教育的本土化实践中， 应充分发挥服务

个过程中，服务学习的质量才能得到保证。 反思把

学习方法的优势，突破当前教育的局限和困境； 充

学生推向了一个主动学习者的角色， 这正是服务学

分融入中国价值元素，紧贴中国社会发展需要， 构

习所必须的。 此外， 在服务学习本土化的过程中，

建服务学习的系统框架，进而促进服务学习与公民

教师也要进行全程反思，只有反思才有动力进行理

教育的一致本土化，系统推进我国高校大学生公民

念和角色之转换，成为服务学习活动的真正协助者

教育进程。
参考文献：

和推动者。
4． 实现服务学习价值元素的中国化。 服务学
习和公民教育的结合是方法与目的的结合， 作为目

［1］ Eyler J，Giles D． E． Where’s the learning in service －
learning？ ［M］． San Francisce： Jossey － bass，1999 ∶ 3．

的的公民教育与我国传统文化需要有效承接， 形

［2］ 王臣，姚梅林． 服务学习中大学生的特殊儿童融合观

成本土化的公民教育； 作为方法的服务学习理应有

的变化： 应用不同导向的反思支架［J］． 中国特殊教

［11］

一个本土化的过程， 为 目 的 服 务。 就 公 民 教 育 来
说，“公民身份认同和权责意识”是其核心内容， 我
国整体本位价值取向的文化特质及所形成的爱国主
［12］

义精神无疑是公民教育的重点。 因此， 在服务学

育，2014，（ 8） ．
［3］ Meyers Susan． Service Learning in Alternative Education
Settings［J］． Clearing Hous，Nov / Dec99，Vol． （ 73） Issue2 ∶ 114 － 117．
［4］ Carol A． Kozeracki． Eric Ｒeview： Service Learning in the

习项目的设计和实施中，既要充分吸纳作为方法和

Community College ［J］．

手段的理念，更要重视在反思环节， 尤其是价值重

2000，27（ 54） ．

Community College Ｒeview，

塑环节，加入中国元素， 体现中国特质， 进而实现

［5］ Leslie Lenkowsky． 16 Schools Ｒeceive National Honor for

大学生公民教育的本土化。 此外， 服务学习不应仅

Linking Service and Learning［EB / OL］． http： / / www．

局限于大学生公民教育层面的参与， 更要将其纳入

nationalservice. org / news / pr /041802. html．

国家发展的大背景中去，一是服务内容要与我国当
前社会需要紧密契合，如要和精准扶贫、 社区服务
与治理、文化建设、生态建设、 依法治国等重大发
展议题紧密相关； 二是要进一步凸显高校服务社会
的功能，将大学生服务社会前置， 既要鼓励大学生

［6］ 张笑淘． 服务学习与青少年公民意识培养［J］． 教学与
管理，2012，（ 12） ．
［7］ Sigmon Ｒ． The problem of definition in service － learning
［M］/ / Sigmon Ｒ，etal． The journey to service － learning．
Washington，D． C． ： Council of Independent Colleges，
1996 ∶ 165．

毕业后参与基层社会建设， 更要完善相关制度， 引

［8］ Ｒothman． J． An Analysis of Goals and Ｒoles in Community

导在校大学生参与社区服务，形成贯穿教育全过程

Organization Practice［J］． Social Work，1964，9（ 2） ．

的公民责任培育机制。
结

语

［9］ 游柱然，胡英姿． 服务学习———大学生素质教育的课
程化模式研究［J］． 现代教育管理，2011，（ 11） ．

在公民教育整体薄弱和高校教育体制改革的大

［10］Eyler J，Giles D． E． Schmiede． A Practitioner’s Guide to

背景下，以服务学习推动大学生公民教育具有重要

Ｒeflection in Service － learning： Student Voices and Ｒe-

意义。当前，对服务学习本质的再审视是各界应该

flections ［M］． Nashville， TN： Vanderbilt University，

重拾的议题，在这一议题充分被讨论和认知的基础

1996 ∶ 16 － 20．

上，寻求大学生公民教育之策， 服务学习的本土化
才可能实现。其中，正确理解公民教育与服务学习
的关系是关键。公民教育的目的性和服务学习的手
段性的整合是确保整体效果实现的重要保障， 作为
目的的公民教育的本土化也意味着作为手段的服务
学习的本土化，这种本土化不仅仅是要将服务学习
112

2017. 11

［11］王鹏． 公民教育： 现代语境中的本土化建构［J］． 思想
理论教育，2010，（ 5） ．
［12］吴育林． 论传统文化与公民教育的中国本土化［J］． 山
西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3） ．

【责任编辑： 张晓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