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在没有接触学习公益教育

课程之前，我一直都认为公益的概

念很大，是件大事，并不是我们每

个人都可以做，都能参与进去的。

但是，在实验一段时间之后，慢慢

的，我的观念也在转变。”变化的

不仅是学生，专注于学生社会实践

活动的高中老师黄蕾告诉记者，为

了更好地进行公益课堂的教学，自

己还自学了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

益教育研究所编写的教材解读。

“ 我感到公益之事是生活中

的点点滴滴、举手之劳，是我们每

一个人每天都在做，都应该做的。

比如参与城市的垃圾分类活动，乘

地铁遇到外地不熟悉路的人，热情

地讲清楚所要到达的地方等等，这

些微小的行为都是公益的一部分。

我这样理解后突然对公益概念豁

然开朗，公益概念最简单的理解就

是做有益于他人和社会的事情，事

情不论大小。”

在理解了公益概念之后，黄蕾

老师上课时也更加“ 有底气”。在

上关于“ 受助者”的主题课之前，

她在班级做了一个简单的调查，看

看学生们是否了解受助者的概念。

很多孩子刚听到这个概念时，都感

觉很新鲜，不是特别的清楚。黄老

师便向同学们解释这个概念。“ 在

班级的日常活动中，经常会有同学

之间互相帮助的现象，被帮助者就

是受助者，给予他人支持和援助的

就是帮助者。所以，关心他人是公

益之举，关心班集体是公益之举，

关心灾区的学生更是公益之举。

公益就是为公共的利益做事情。”

渐渐地学生们的眼睛明亮起

来，因为他们明白了自己平时做的

那些助人为乐的事情就是公益。

在每一次的公益教育课之后，黄老

师说都能看到孩子们的改变，“ 他

们的日常生活因为公益教育中传

递的爱、感恩、不求回报等充满人

类善性的故事注入了他们的心田，

他们的生命为此更加鲜活可爱。”

记者手记

“ 最高形态的教育应当是一

种‘ 无教之教’，而形成‘ 无教之

教’ 的唯一途径是形成学生的自

我教育机制。”教育学专家告诉记

者，自我教育的要求是要学生能够

将自己作为一个‘ 对象’去时时反

省、改进和提高，获得自我反思、评

价和学习的机会。”因此，如果要

让学生从他们的社区服务实践活

动中学到东西，那么服务活动后的

反思总结是关键性的。

该专家评价说，公益课和公益

实践活动不仅为学校开展价值观教

育提供了丰富的情境，同时也为高

中生提供了承担各种社会角色的机

会。通过反思，使学生了解了公益价

值观的基本内涵，更加明确了它对

自我、他人和社会的意义，提高了他

们价值判断的能力和水平；同时，使

认知和情感得到了更为紧密的结

合。二者相互促进，最终使学生了解

了人类的生存方式，了解了追求生

命意义的方式，生成了更为强烈的

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因而，在他们

记述自己参与社区服务的心得时，

“ 更多真情、更多爱心” 成为高频

词。在增强公益意识的同时，更加关

心和参与身边的公益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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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实践成中学生新“ 校风”

新校风

新问题

不过，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在

中学生实践公益的过程中，不论是

学生，还是学生们的老师都碰到过

问题和困扰。

延安环保社的江嘉宁告诉记

者，曾经因为学习时间和做公益时

间的冲突，有碰到同学因为做公益

影响成绩而退出的情况。“ 还有不

少同学都是参与了第一次后，就不

愿意坚持了。不知道这是不是因

为公益活动不够好玩的原因，我们

也在探索创意好、体验性又强的中

学生公益。”江嘉宁说，因为缺乏

经验，有时不得不吃一堑长一智，

“ 我和大学生一起做过公益，相比

之下，我们确实有一些不成熟的地

方。比如说考虑问题没有大学生

想得那么周全，往往是碰到问题

了，才去想如何解决。现在通过做

更多的公益活动一点一点积累了

经验。”

作为孩子们的辅导老师，怒

江中学科技辅导员俞俊向记者表

示，对于中学生来说，做公益面对

的最大问题还是学习。“ 作为老

师，我很理解他们的苦，所以也

不会硬性要求。比如最近的地球

一小时活动，不会要求他们一定

要晚上8点半关灯，而是将这个

环保理念告诉他们。那天我也跟

其他老师说，少布置一些作业，

让他们尽量在晚上8点半前能做

完，留点时间让孩子做有意义的

课外公益。”

福 田 环 保 公 益 组 织 资 深 志

愿者陈林和中 学 生 志 愿 者 有 过

不少接触，她告诉记者，“ 我发

现相比大学生 或 是 更 年 长 一 点

的人做公益，中学生的思考确实

会少一些。经常碰到几个中学生

拉来了一个班的同学，但是很多

人只是来图个新鲜、凑个热闹，

并没有太多想自己为什么要来。

少了思考，缺乏目的性，就会直

接影响执行力，更影响参与的持

续性。”

“ 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政
府报告中曾强调公民意识教育的重要性，而公益意识作为公民意识教育内容的一
方面，随着新课程改革在全国中学范围的推进，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青年报
记者采访了解到，公益实践课正成为中学校园的新风尚，孩子们做公益也逐渐摆
脱年龄的稚嫩，更加多元，甚至有成熟范儿。在国外，公民意识教育纳入了很多中
学校园的必修课程，中国的孩子们也正在朝这一方向靠近，在试水中探索出一条
适合中国学生的公益成长路。 青年报记者 陈诗松

“ 单面打印出来的A4纸千万

别扔，记得给我们！”世界外国语

中学的高二学生孙雨林，最近忙着

在学校里到处搜集办公用纸。她和

她的同学们有一个“ 大计划”，将

回收来的废纸筛选装订，做成草稿

本在全校发放。这是她在上了一系

列环保公益课后的启发，如今成为

了全校的环保行动，看似很微小，

但却实用极了，被同学们称赞是个

“ 小而美”的公益创想。

无独有偶，上海外国语大学附

属外国语学校的高二学生刘思嘉

最近则发起了星巴克咖啡纸杯的

回收活动。“ 我在美国星巴克的官

网上看到他们在当地发起了纸杯

二次创作的项目，我觉得在中国其

实也能做这样的项目。平时咖啡纸

杯喝完后扔了，大多是填埋焚烧处

理，对环境破坏不小，如果回收二

次利用，就能减少环境污染。”

于是，刘思嘉在环保公益课上

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得到了同学们

的一致赞成，顿时发展壮大为全校

性的公益行动。令刘思嘉没有想到

的是，征集令一发出，就得到了同

学们的热烈回应。“ 虽然去星巴克

喝咖啡的同学还不是特别多，但是

只要他们去那里消费，就会记得把

杯子留下来，交给我们回收。”在

同学们的相互鼓励下，他们还勇敢

地走进星巴克门店，向工作人员认

真“ 游说”，并成功说服了延安东

路上的星巴克定期将纸杯回收交

给学校环保社“ 对接”。

回 收 来 的 咖 啡 纸 杯 如 何 处

理？刘思嘉和同学们戴上橡胶手

套，拿起酒精棉球，开始一个个清

洗消毒起来。对于平时在家都不

怎么做家务的这群中学生而言，

一个接一个的清洗工作需要毅力

和忍耐力。“ 大家一开始还是有

点犹豫的，但是一起来做这件事

情，都变得任劳任怨起来，我觉得

仅仅是洗杯子这件事情，我们就

锻炼了很多。”

庞大的清洗工作完成后，刘思

嘉和同学们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绘

画天赋，在白纸杯上进行再创作，

一幅幅手绘作品跃然杯上。刘思嘉

甚至还将自己最满意的两个彩绘

咖啡纸杯作为生日礼物送给同学，

“ 他们收到后很开心，觉得手绘制

品非常难得，把礼物当成笔筒来

用。”

在上海，越来越多的公益课程

走入了中学校园，走进了像孙雨林

和刘思嘉这些学生的生活中，公益

实践俨然也成为了一种“ 新校

风”。来自延安中学环保社的潘星

宇告诉记者，“ 第一次像模像样地

做公益，是参加学校环保社组织的

黄浦江上游水质考察活动。其间有

环科院的老师给予专业指导，感觉

他们是把我们当伙伴，而非小孩

子。社会上有人认为我们是小孩子

小打小闹。但中学生的身份做公益

也有利处，因为大家相信我们没有

功利性。”而就读于复兴初中的孙

鑫同学说，“ 虽然我才高一，但是

我做公益已经四年了。就是觉得很

有意义我才坚持了下来，因为公益

值得倡导，要带动身边更多的人参

与进来。在路边宣传公益，有时候

可能因为着装没选好，穿了学校的

西装校服，让一些人误认为我们是

推销员。但是还是会有很多大人认

真地听我们讲，态度很诚恳。”

课业公益难平衡 执行力有待加强

新评价

学生生成更强社会责任感

公益实践纳入中学校园课程

培育公民意识 在公益中生成社会责任感

什么样的公益活动是适合中

学生参加的公益？中学生做公益又

能做到何种深度？记者在采访中发

现，经过了系列公益社团课、公益

教育课程在中学校园里的推广，中

学生对于公益的理解和执行也渐

渐摆脱了曾经的稚嫩，做得越来越

有创意，也越来越有“ 成人范儿”。

在上外附中，刘思嘉和同学们

不仅每周都有公益环保课，定期举

办校内活动，还会每半个月到校外

举行一次公益实践。每到学期的期

中和期末，还会和同学们紧锣密鼓

地筹备校园里的社团展示。这个展

示活动就像嘉年华一样，来参加的

都是校园里的公益社团。原本在大

学里才渐渐成长起来的公益社团，

如今在中学里开始生根萌芽。

刘思嘉告诉记者，自己所在的

学校算是上海中学校园里倡导公

益教育的先驱，在她三年前还是个

初中生的时候，学校里就有了公益

社团和公益课程，“ 在这三年里，

我从学校初中部升入了高中部，感

觉公益教育的培养也渐渐形成了

一种成熟的校园文化。”不仅仅是

公益文化的积淀，中学生开展公益

活动的形式也在不断升级。“ 比如

我们以前做公益社团展示，主要是

以贴海报加上吆喝为主，现在更加

成熟多元，甚至还有社团租来了一

个3D打印机来展示科技元素。我们

环境社团今年还新增了树叶辨别

的互动环节，希望更多的同学能够

走进自然，不单单是保护环境，更

是和大自然和谐共处。”

“ 看起来都是一些小事情，但

是从这些细小的切入点，却能更加

有效地对孩子进行公民意识的培

养。”来自复兴初级中学的刘老师

对于孩子们参与公益实践感触颇

深。在社区服务实践活动中，学生

们为孤寡老人等特殊群体做些力

所能及的事情，例如陪他们聊天、

散步，帮助他们打扫卫生，为他们

表演节目等。在此过程中，学生们

亲眼目睹了这些老年人的晚年生

活状况，心里受到了深深的触动，

认识到在当前中国老年化日趋扩

大的今天，改善这些特殊老年群体

的生活状况不是一个人的事，也不

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一个长期的

工作，它需要全社会的人集体行动

起来。“ 同时，他们也认识到应该

从自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把爱奉

献给社会，特别是奉献给需要帮助

的人们。我能明显感受到孩子们的

变化，他们对社会问题的忧患意

识、社会发展的责任意识都在升

华。”刘老师说。

渐渐树立了公民意识，这些中

学生们还在尝试着“ 传帮带”。世外

中学的孙雨林告诉记者，自己还和

同学们走进小学课堂，每两周给三

至五年级的小学生上环保课。如何

进行垃圾分类、怎样制作环保酵素

⋯⋯为了深入浅出地给小学生传授

环保知识，孙雨林和同学们还利用

课外时间自编PPT教材，“ 书本上的

内容总是显得有些生硬，我们会进

行浅显易懂的改编，并加入一些视

频元素。其实我们和小学生的年龄

差距不是特别大，所以跟他们在一

起的时候总是感觉特别开心，感觉

做公益的同时多了很多朋友。”

脱离稚嫩形式更多样

培养公民意识“ 传帮带”

公益的种子
播种得越早越好

很 多 做 公 益 的“ 过 来

人”看到现在热心公益的中

学生，往往会很羡慕。因为

现在的公益氛围好了，孩子

们的公益意识也得以“ 早开

窍”。中学生该不该做公益？

几 乎 所 有 做 过 公 益 和 还 在

做公益的学生也好，成人也

好，答案 都 如 出 一 辙 ：公 益

的 种 子 在 孩 子 心 中 播 种 得

越早，越好。

中学生做公益，自然会

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跟着

同学一哄而上无暇思考，考

虑问题不够全面成熟，面对

突发情况可能会手足无措。

更重要的是，他们还有沉重

的课业负担，成绩退步一名，

也许就得退离公益十步。但

是他们够青春，够纯粹，只是

单纯地想要帮助需要帮助的

人们，并能在没有条条框框

的束缚下天马行空地冒出各

种创新的公益好点子。

中学生的公益并非只有

单调的捐款、义卖，相反，这

种同质化的粗糙公益并不适

合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孩子

有一颗公益心，家长、学校、

社会就应该为他们寻找更多

适合的项目。包含孩子间情

感沟通的公益、有青春活力

的创意公益、有家庭时光的

亲子公益⋯⋯中学生的公益

世界其实大得很，有时像品

尝到散落在夹心巧克力外层

的苦粉，往里品尝，才能体会

到浓郁的香甜。

俞俊老师告诉记者，现在的

中学生课业压力还是挺大的，能

抽时间做点公益很不容易。初中

生、高中生做公益有一点很大的

好处，就是很能带动周围亲戚朋

友。“ 我们上周刚发动全校做了一

个地球一小时的公益活动，很多

小朋友很积极，不但让爸爸妈妈

在家里参与，还自己打电话给爷

爷奶奶、外公外婆家，让他们也一

起做公益。”

教育专家表示，中学生的公

益教育特别强调，家庭、学校和社

区联手促进学生发展公益意识、

能力和行为。“ 在公益活动实践课

中，很多家长积极为孩子的公益

实践建言献策，帮助孩子搜集整

理资料，帮助孩子联系实践活动

地点，为孩子的实践提供安全保

障。家长积极参与到了孩子的学

习生活中来，对于孩子的教育起

了很好的引领作用，为老师和家

长更好的沟通搭建了好的桥梁。”

老师更新公益理念 孩子带动全家公益

在上海，越来越多的公益课程走入了中学校园，走进了像孙雨林和刘思嘉这些学生的生活中，公益实践俨然也成为了一种“ 新校风”。 本版摄影 青年报记者 常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