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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思路：谋划志愿服务融入育人全过程

一



（一） 深职“志愿者之校”建设的基本情况

1993年正式办学初始，学校成立了学生社团“爱心社”。

2011年8月，我校荣获深圳市大运会志愿服务工作“杰出组织单位”。

 2011年9月，我校在全国率先启动“志愿者之校”建设，努力推进
志愿服务制度化、专业化、信息化。率先将我校建设成为志愿文化
传播面广、志愿活动参与率高、志愿组织繁荣活跃、志愿资源汇聚

丰富的“志愿者之校”。

          “来了就做志愿者，有时间就做志愿者”



      2011年世界大学生运会开幕式观众互

动志愿者李栋为了点燃观众热情，5个小时

“声嘶力竭”忘我地参与营造气氛，被网络

和媒体称为“互动哥”，瞬间红遍网络和各

大媒体，以“互动哥”李栋为代表的深职志

愿者已然成为青春深圳的名片。

深职志愿者：青春深圳的名片

“互动哥”李栋代表127万名大运
会志愿者接受教育部部长献花



注册志愿者

活动次数

服务人次

志愿服务总时数

品牌项目

占学校注册人数 服务基地

星级志愿者

五星级义工

完成学分置换

证书打印

201人

93人人均志服务时数

（ 2017-2018学年度统计数据）

“深职义工”已经成为“深职现象” 



“非遗”文化传承志愿服务

“珠宝鉴定”志愿服务

“食品安全”志愿服务

“四点半课堂”志愿服务



连续5年服务深圳国际马拉松赛

连续9年服务春运

连续5年服务“慈展会”

连续10年服务“高交会”



“深职义工”已经成为“青春深圳名片”

        连续13年服务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



• 将志愿服务纳入人才培养、服务社
会相结合，融入育人全过程

整体

布局

• 制定出台相关实施意见

•制定1+3配套文件
坚持长远规划

• 学校层面成立了“志愿者之校”建
设工作领导小组

• 二级学院设立志愿服务中心

高位

推动

     （二） 建设举措：顶层设计



• 2011年9月，出台《关于建设
“志愿者之校”的决定》
（深职院【2011】119号）文
件，各学院分别成立志愿服
务中心。

• 2012年10月，出台《深圳职
业技术学院志愿服务管理办
法》（深职院【2012】130号）
文件，全面推进“志愿者之

校”建设。  

（三）建设举措：制度建设



“1+3”文件

• “1”指《深圳职业技术
学院志愿服务管理办
法》主文件

• “3”指《志愿者培训
方案》、《“志愿服务
校长奖”评选表彰办
法》、《志愿服务储
蓄银行及志愿服务证
书实施办法》3个附属
文件。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志愿服务管理办法》

（深职院【2012】130号）
2012年10月26日发布

（三）建设举措：制度建设



四级志愿服务体系：学校——学院——班级——宿舍

（四）建设举措： 组织化保障

• 学校：“志愿者之校”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 团委：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指导中心

• 二级学院：志愿服务中心



文化自觉：创新中华传统美德的涵润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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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
文化

（一）总体部署：“十化同步” 涵润机制



（二）专业化发展

• 各二级学院结合专业
特点组建了40个专业
志愿服务团队。

• 如化生学院“食品药
品安全义工”、汽车
学院“深圳地铁义
工”、电信学院“节
能节水义工”、外语
学院“展会翻译义
工”、医护学院“医
学护理义工”、经济
学院“法律事务咨询
义工”等等。



（二）专业化发展
• 整合全校力量，开展调研、

实践、研究，形成专业化师
资团队，已编写出版了《大
学生志愿服务理论与实践》
一书。

• 在“两课”增设志愿服务教
育模块，汲取中华传统美德
普及志愿精神，增益大学生
理想信念教育。

• 开展精英训练营等骨干队伍
建设。 



人文通识、《志愿服务实践》、《大学生社会实践》等多类型

课程探索中华传统美德与职业教育的深度融合

  （三）课程化普及



（四）模块化培训

• 培训包含两个项目：通用
培训、岗位培训。

• 通用培训开设五门课程：
《志愿服务理念与心态》
《志愿服务的文明礼仪》
《活动的策划与宣传》
《团队的建设与管理》
《医学救护》。

• 通用培训由各学院统筹，
共20学时，理论培训6个
学时，志愿服务活动实践
14个学时。



（五）品牌化塑造

• 目前已形成了“启明
星”支教、文博会义
工服务、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深港澳国
际车展义工、关爱自
闭症儿童、“四点半”

课堂等120个品牌服务
项目。

• 创设志愿文化服务月
（3月），志愿文化大
讲坛，“青春伴您同
行”活动等。

环保实践队在市区宣传环保知识



• 品牌项目：“启明星”支教活动：
 自2001年以来，我校连续18年累计组织5000余人次前
往广东河源和平县开展以支教为核心的“三下乡”社会
实践活动，走出了一条集捐资助学、技能培训、师资培
训、素质拓展等内容于一体的支教志愿服务之路。



非遗保护社茶艺社

汉服社空竹社 民舞社

书法社

醒狮社

佾舞社

传统文化社团在志愿服务中形成品牌效应

咏春社 射艺社双节棍社太极社

民乐社 民鼓社

家训传播社



（六）基地化建设：校外

• 推行“三基合一”
模式。即生产实训
基地、社会实践基
地和志愿服务基地
三合为一。

• 学校（各学院）在
街道、社区、工厂、
农村和其他公共服
务场所、公益机构
共建立志愿服务基
地68个。



    书院建设浸润中华传统美德

（六）基地化建设：校内



（七）数字化管理

• 率先在全国开发
“高校志愿服务储
蓄银行”系统。

• 志愿者在系统里完
成注册、培训申报、
活动申报、评优申
请、学分置换、证
书打印等工作。

“志愿服务储蓄银行”系统



（八）媒体化营造 

• 充分发挥“深职义工”
微信公众号、志愿者
之家网站、义工联微
博、APP，QQ等新媒
体的管理、服务和教
育功能。



（九）科学化激励

• 评优激励：校长奖、星级
义工、百优义工、示范基
地、示范项目等。

• 学分置换：108小时服务
时数可以置换2个学分

• 证书打印：服务满40小时
可志愿服务证书。

• 推优入党：40小时志愿服
务是入党基本条件



（十）人性化保障
• 志愿文化：师生自发设计

“深职义工”LOGO、深职
特色“红马甲”。

• 资金保障：设立志愿服务
专项基金，资助志愿服务
品牌项目。

• 智库支持：谋划志愿文化
的相关研究。

          每年深圳重大节日、重大活动都有深职院的志愿者
参与服务，都活跃着深职“红马甲”的身影。



发展愿景：培育中国特色的志愿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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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国学馆，成为滋养学生，培育志愿精神的家园。

（一）赋予志愿文化更深厚的
             中华传统美德内涵



一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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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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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软件

平台

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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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       
（中华传统

     美德与 社
会主义先进文

化 ）

  （二）中国特色志愿文化的建构模型

立德树人



        以“中华传统美德

研究院”建设为契机，

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实现“创造性转

换”和“创新性发展”

，为志愿文化繁荣发展

提供重要的思想支撑。

（三）“中国传统美德研究院“的建设契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