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员 期 总第 缘源 期
20员猿 年 圆 月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渊社会科学版冤
ACTA UNIVERSITATIS MEDICINALIS NANJING渊Social Science泽冤

窑猿窑

编者按院道德与幸福历来都是伦理学中争论的热点问题遥 近年来袁野幸福城市冶尧野幸福校园冶尧
野幸福指数冶等概念日益流行袁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袁道德滑坡尧信仰缺失和诚信危机等现象频频发
生袁不仅大大降低了民众的幸福感袁还进一步影响了民众的道德观念和行为选择遥 本次苏尧粤伦
理学会学术研讨会暨江苏省伦理学会 圆园员圆 年年会的主题即为野道德与幸福冶遥 与会者们对道德

与幸福对立与统一的辩证关系进行了精彩论述袁本刊选登几位学者的报告袁以引发读者对于道
德与幸福问题的审思遥

论志愿服务与大学生精神成人的关系
要以野西部计划冶为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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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精神成人是当代青年大学生的重要成人取向遥 相对于生理成人和法律成人而言袁精神成

人更需要社会环境的陶冶和自我体验中的意义生成遥 野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冶在引导青年大学
生服务西部的过程中袁促进志愿者重新自我定位袁深化了对自我与社会关系的认识曰切身感悟了利
他的人生价值袁强化了道德自觉曰在实践中升华了理想信念袁体验了共有精神家园的归属感遥 野西部
计划冶已经超越了最初的就业项目袁正在成为大学生精神成人的新载体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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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志愿服务是大学生精神成人的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袁我国高等教育经历了从应试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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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野类冶意识遥受到快速发展尧复杂多变的现代社会的
影响袁 当代青年大学生产生了一些新的精神困惑和
精神需求遥

育到素质教育尧从知识本位向能力本位的转变遥 其

第一袁在价值选择上袁存在着争取独立人格的精

中一个教育取向一直被关注但又难以突破袁那就是

神诉求与现实生活中关系制约的矛盾遥 自我与社会

在培养能力的同时如何能够培养出人格健全的人袁

的矛盾一直是大学生成长中的核心矛盾遥 自我确立

即大学生的精神成人遥 所谓 野精神成人冶是指青年大

的过程是人在社会化进程中的必然阶段遥在青春期袁

学生在心理发育和心灵健全两个方面从不成熟到成

这个过程表现为从个体意识到自我意识的转变遥 心

熟的过程遥 相对于生理成人和法律成人而言袁精神

理学家称之为自我成长中的野哥白尼革命冶遥 当代青

成人主要包括自我意义感的生成尧利他意识的确立

年大学生从小受到市场经济环境的熏陶和独生子女

和对共有精神家园的追求遥 自我意义感是自我意识

家庭成长氛围的影响袁 自我意识发展的速度和展现

的组成部分之一袁是对自我同一性的感受袁是精神成

方式明显突出遥 一部分青年大学生开始习惯于以自

人的基础遥 利他意识是对他人之爱尧他人责任的自

我为轴心判断同周围世界的关系袁 主张以我的标准

觉意识遥 共有精神家园是对家族尧团体尧民族和国家

为标准袁以我的原则为原则遥 相反袁把他人看作是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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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手段和工具遥 这与自然成长状态下的青年期状
态不同袁后者是阶段性的对权威的叛逆袁而前者则是
自我中心的表现袁所持续的时间要长久些遥 这种状
态袁对青年大学生产生了双重的影响遥 一方面袁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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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新疆尧服务西藏尧基层社会管理等 苑 个专项袁进
一步凸显了野西部计划冶志愿服务的特点遥从 圆园园猿 年
实施以来袁 已有十多万青年大学生到西部的 员怨员 个
县开展服务遥

渴望个体人格的独立袁并获得充分的心理肯定曰另一

从近年来用人单 位对高校毕业生选择取 向来

方面袁他们又难以摆脱对家庭中父母的经济依赖以

看袁敬业精神尧团队合作精神尧人际沟通能力等野软实

及社会关系中影响自己价值形成因素的依赖遥 从而

力冶 正日益受到用人单位的重视遥 叶中国青年报曳在

产生了争取独立人格的精神诉求与现实生活中关系
制约的矛盾遥
第二袁在利他意识确证上袁出现了主动利他和被
动利他的矛盾袁更加重视利他选择中的自我意愿成
为新取向遥人的社会性决定了利他是必然的遥差别在
于是主动的利他还是被动的利他遥 主动的利他是在

圆园员园 年做了一项调查院假如两名大学生应聘同一职
位袁一个曾参加过野西部计划冶袁一个刚刚大学毕业袁

在同等条件下袁用人单位更愿意录用谁钥 员 园源源 家用
人单位反馈显示袁远猿援员豫的用人单位会选择志愿者袁

仅 圆援缘豫的用人单位选择应届生袁另有 猿源援猿豫的用人
单位表示野不好说冶遥调查发现袁在用人单位看来袁野西

自愿的基础上自觉地选择利他的行为袁非强制性是

部计划冶志愿者比起应届大学毕业生袁最突出的优势

该选择的主要特点曰被动利他是在非自愿的情况下

是野奉献精神冶渊苑缘援缘豫冤袁其次是野人品好冶渊源缘援员豫冤和

做出的选择袁强制性是该选择的特点遥 当代青年大

野待人接物成熟冶渊源源援园豫冤遥 愿员援园豫的单位对志愿者日

学生并没有因为成长环境的变化而弱化利他取向袁
关爱尧责任也是他们生活中的重要内容遥 以父母为
轴心袁以家庭为基础的利他依然没有改变遥 野五伦冶

规范下的利他也不同程度地发挥着作用遥 然而袁由
于受到自我独立性增强的影响袁他们在选择中更多
地会追问野为什么要这样做冶袁野这样做的结果值不值
得冶等问题遥 相反袁对于被强制的利他安排袁则呈现
出逆反的心态遥

常工作表现表示满意 咱员暂遥 这个调查从一个侧面反映
出社会对青年大学生的认同主要体现在精神成长方
面遥那么袁野西部计划冶是在哪个层面又通过什么方式
影响到大学生精神成人的袁是个值得反思的问题遥

二尧在志愿服务中获得自我的重新定位袁深化
了对自我与社会关系的认识
野学校人冶和野社会人冶脱节是当代青年大学生成

第三袁在对精神家园的追求上袁出现了对情感归

长中的普遍现象遥一方面袁学校自成一体的教育方式

属追求与对信仰追求不同步性遥 精神家园是人的精

和人才培养原则将青年大学生从一个校门送到了另

神属性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袁一方面表现为亲情尧爱

一个校门袁 形成了青年大学生理想主义色彩浓重的

情尧友谊等爱的归属感袁另一方面表现为对超越的信

个性品质曰 另一方面袁 社会的功利化倾向又通过家

仰的追求遥 在社会变化速度加剧尧风险增强的现代

长尧社会袁影响着青年大学生的价值取向袁自我发现

性条件下袁青年大学生增强了对器物的追求袁重视技

的惊奇和现实对自我压力的紧张形成了矛盾遥野西部

能学习和即时的回报袁另一方面也渴望获得情感的

计划冶则以参与志愿服务工作的方式袁为大学生提供

归属和信仰的支撑遥 比较而言袁在重视程度上袁前者

了一条深入接触社会尧融入社会的重要途径曰也给他

比后者更重要袁出现了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尧物质

们进行自我再定位创造了机遇遥

追求与精神追求尧 科技素养与人文素养等不平衡遥
这些不平衡反而增强了他们对精神家园追求 的欲

渊一冤通过在西部的志愿服务袁进一步确证了大
学生的自我定位
理想化是青年人的普遍特征袁 也是青年人个性

望遥
野西部计划冶由团中央尧教育部尧财政部尧人力资

的表现方式遥 可是袁一旦理想脱离了现实袁理想就会

源和社会保障部渊原人事部冤四部委共同组织实施袁

丧失对人的精神动力支撑袁反而成为一种异化因素遥

是国家在战略层面上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尧平衡地

改革开放以来袁高等教育通过社会实践尧校园文化等

区发展差异的一项举措袁同时袁也是帮助大学生获得

方式尝试解决大学生成长中理想与现实脱离 的现

最初工作经验袁为增强其在将来的择业尧就业中竞争

象遥志愿服务是这个思维的延伸遥野西部计划冶的实践

力的一次历练遥 野西部计划冶的服务期是 员耀猿 年袁服

空间是西部袁而西部多为经济不发达地区袁生活条件

务领域是教育尧卫生尧农技尧扶贫等行业曰服务地是西

和工作条件比较艰苦袁 这就使西部不仅成为了区域

部贫困县的乡镇遥 圆园员员 年袁野西部计划冶全国项目共

划分的空间袁也成了教育空间遥 作为教育空间袁西部

实施基础教育尧农业科技尧医疗卫生尧基层青年工作尧

不同于东部发达地区袁经济发展程度不高袁经济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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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生活条件艰苦曰作为国家战略开发的重点袁西部地

人的关系遥从这个意义上讲袁利他是道德教育的核心

区对人才需求量大袁个人成长空间也大遥 通过对比袁

指向遥 我国传统道德的利他主要是在野五伦冶约束的

西部艰苦的现实环境袁基础工作的基本历练袁都能够

熟人社会袁 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的秩序是明

改变习惯于校园生活和城市生活的青年大学生的心

确的袁责任关系也是清晰的遥责任关系的一个特点就

态袁改变他们的期望值遥

是责任的相互存在袁而不是单一存在遥 然而袁对于以

渊二冤在志愿服务中袁扩大交往范围袁改变了一部
分大学生自我封闭的性格特征

社会人为对象的道德责任则没有明确遥 这就是 野五
伦冶之外的道德缺场遥野西部计划冶是大学生有组织的

野西部计划冶是集体的志愿服务项目遥在倡导奉献

志愿服务的组成部分袁自愿是其基本属性袁而志愿服

精神的同时袁也重视彼此之间的相互学习尧相互理解

务对象则是那些需要关心关爱的陌生人遥 这个改变

和相互促进袁从而提升了个体的社会化程度遥 志愿者

的最大历史突破就是把责任对象从熟人关系拓展到

们在西部的经历使得他们更能吃苦耐劳袁学会换位思

了陌生人关系袁 真正社会意义上的利他意识得以建

考曰同时袁他们在服务期间结识了很多的志愿者朋友袁

立遥

有着广阔的人脉袁 在艰苦的生活中形成了开朗的性

野西部计划冶 是大学生道德自觉养成的新途径遥

格遥 这些因素对一些性格比较封闭的大学生而言袁是

道德既是社会规范袁也是内心秩序遥道德自觉是二者

改变的很好机会遥 正如有人指出的袁野社会资本中的公

的统一遥 党的教育方针把可靠接班人和合格建设者

民参与和社会关系网络培养了生机勃勃的普遍化互

作为高等教育的任务袁 这为大学生的道德素质提出

信互惠惯例遥一个依赖普遍性互信互惠的社会比一个

了更高的要求遥其中既有公民责任的一般要求袁也有

没有信任的社会更有效率袁普遍信任为社会生活提供

政治使命的特殊要求遥 无论是哪个层面的要求都可

了润滑剂遥 冶 志愿服务强调人与人之间互相帮助尧共

以归结为道德自觉遥 大学生道德自觉的养成离不开

同受益袁助人者与被助者是平等关系袁双方由于互利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袁这是保证道德认知的主渠道曰

互惠袁彼此容易赢得信任与好感袁从而帮助志愿者建

但更重要的是通过道德参与和道德实践生成自我的

立起一定的人际关系网络遥 同时袁通过志愿服务袁整个

道德自觉意识袁现有的志愿者服务尧勤工助学尧关爱

社会营造出友爱互助的舆论氛围袁人际之间建立起团

关怀活动等都是很有效的方式 咱源暂遥 青年大学生参与

咱圆暂

结尧信任的良好关系袁志愿者也因其志愿身份容易获
得他人及社会的信任与帮助袁 从而扩大社会网络袁使
其拥有更多的展示平台和交往平台遥
渊三冤通过志愿服务袁进一步完善了大学生的自
我心理素质
近年来袁一些大学毕业生向往大城市尧追求待遇
高的岗位袁从而出现了结构性就业难题遥 在志愿服务
中袁更多的大学生了解了西部袁感受到了自我价值被

野西部计划冶是以志愿者身份出场的袁也是以志愿者
角色在西部工作袁 志愿精神所内涵的道德要求已经
内化在他们精神之中遥 特别是自觉的利他意识已经
不是简单的观念袁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袁必然影响到
他们道德的自觉养成遥 野调查显示袁用人单位对志愿

者满意的理由首推奉献精神遥 在 圆园园怨 年的调查中袁
远苑援苑豫的用人单位肯定志愿者不挑肥拣瘦尧敬业尧吃
苦尧 工作积极曰远缘援苑豫的用人单位肯定志愿者人品

认同的成就感袁 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转变就业观念遥

好袁表现在讲诚信尧协作好尧忠诚度高曰缘源援缘豫的用人

野西部计划冶志愿服务帮助大学生增强就业自信心遥 青

单位认为志愿者待人接物成熟遥 冶咱缘暂这个调查从一个

年大学生在就业的过程中袁 经常会遇到面试失败尧求
职遭拒尧投出简历回复少等挫折袁屡屡遭遇自信心的
打击遥 有研究显示袁大学生的交际能力尧社会关系以及
心理承受能力与就业自信度形成正比例遥 交际能力

侧面提供了佐证遥

四尧在服务奉献中强化大学生的理想信念袁
升华了其对共有精神家园的认识

强尧社会关系好和心理承受能力强的学生就业自信心

理想信念是人的精神生活的核心袁 是人的精神

相对较强 遥 野西部计划冶志愿者通过参与志愿服务袁

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袁 也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

积累工作经验袁学会了妥善处理人际关系袁较好地应

元素遥当代一些青年大学生存在的学习动力不足尧社

对工作难题袁有助于增强他们的就业自信心遥

会责任意识薄弱尧社会理想难以确立等问题袁不同程

咱猿暂

三尧在志愿活动中大学生体验了利他价值袁有
利于树立利他的自觉意识
道德在人与人的关系中产生并反过来规范人与

度地与理想信念有关遥野西部计划冶是一个实践途径袁
更是一个进行理想信念教育的平台遥
渊一冤野西部计划冶服务西部尧报效祖国的价值指
向本身就是个人理想和社会理想的有机统一袁 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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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活领域进一步激发了他们的人生动力遥

共青团中央青年志愿者工作部负责同志曾经谈

综上所述袁 在探索如何挖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过袁野就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而言袁耶西部计划爷

育新资源的过程中袁野西部计划冶 以其兼有社会实践

高扬理想主义旗帜袁积极树立到西部尧到基层尧到祖

和志愿服务的双重属性袁发挥了育德的重要功能遥志

国最需要的地方锻炼成才尧建功立业的正确导向袁这

愿服务正是社会主义义利观的集中体现和深 入贯

既是一种生动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形式袁也有助于

彻袁是基于道义尧良知尧责任感尧同情心而服务于公益

促进大学生就业创业观念的转变遥 冶 在 圆园员员 年的

事业遥志愿精神深深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袁扶危

咱远暂

有关调研显示袁缘圆豫的服务省县项目办和 远员豫的志

济困尧 和睦互助的优秀文化传统成为滋育中华民族

愿者认为高校毕业生在选择野西部计划冶项目时主要

精神的重要源泉遥 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历史

原因是野高扬理想主义旗帜袁体现志愿服务精神 冶尧

进程中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征程中袁 积极培

野参与志愿服务一直是自己的理想冶曰远愿豫的服务省

育野奉献尧友爱尧互助尧进步冶的志愿精神袁对于实现国

县项目办认为与其他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服

家尧个人尧市场尧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意义深远遥 就其

务的项目比较袁野西部计划志愿者的奉献精神强尧综

本质而论袁志愿精神是一种以野利他冶为中心的人文情

合素质高冶 遥 可见袁野西部计划冶对于志愿者的理想

怀袁是野个人对生命价值尧社会尧人类和人生观的一种

锻炼成才的一所大学校遥 在这所学校中袁志愿者们

值得探讨的问题遥

咱缘暂

信念的培育具有积极的意义遥 野西部计划就像青年

积极态度冶咱缘暂遥 当然袁如何进一步增强其效能袁依然是

上了一堂非常生动的思想教育课袁接受了实实在在
的教育袁真正了解了国情袁增进了与人民群众的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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