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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走出国门做志愿者，仅仅拥有一颗
奉献社会的心还是不够的，高校和义工组织
都有自己选拔志愿者的门槛，达不到标准就
只能遗憾地与国际志愿者失之交臂。毕竟，
为期数周的海外生活，仍然是对学生们不小
的挑战。
语言关是需要攻克的第一道关卡。国
内的义工招募组织，通常在学生一开始填写
基本资料的时候就会询问语言能力，比如是
否会粤语、
闽南语等方言，
以及英语水平和小
语种的掌握情况。总结国内义工招募的语
言要求，
大体可分成两类。其一是，
列明达标
门槛，
用成绩的硬指标说话。比如，
针对大一
的学生，
会以高考英语成绩作为评价标准，
满
分 150 的试卷，需要达到 120 分以上。高年
级的学生则需要满足大学英语四级 500 分或
六级 425 分以上的标准。如果服务地区是非
英语国家，那么会当地的语言则有明显优
势。另一种选拔方式是英文面试，通过视频
通话和工作人员进行简短的自我介绍和问
答，
依据现场表现交由主办方评定。
而国外志愿组织对于志愿者的语言能力
的要求，
就更加直接。新西兰的
“旅行志愿者
组织”
（IVHQ）全球招募计划的报名入口只有
英文网站，
咨询人员也仅以英语回复，
所
以搜寻资料和报名的过程，
本身已
经是一场英文入门测验。
有志愿服务经验，长
期致力于社会公益服务，
也是各个组织的选人准则
之一。打开IVHQ的官方网站，
注册之后就可以
填写报名信息表，
其中就有大量的空白格给申
请者填写自己的资格与技能，
包括与项目活动
相关和非相关两个部分。比如，
今年9月16日
出团的赞比亚药物服务团，
参与这个项目的同
学需要有医药相关的资格执照，
或在相关专业
学习。而分享自己珍贵的旅行经验以及陈述
参加这个项目的动机，
也可以让选拔者更了解

自己，
增加被选中的概率。
除此之外，了解并尊重、适应各地的不
同文化，
也是对于志愿者的基本要求。例如，
在部分伊斯兰国家，
即使是炎热的夏天，
女性
也需要穿长衣长裤并佩戴头巾。在印度等
佛教国家，
进入寺庙等地参观时，
都要脱掉鞋
子赤脚入内。能快速融入当地人的生活，避
免文化差异带来的不必要麻烦，是保证志愿
服务活动顺利进行的重要一环。
最重要的一点，
则是志愿者自身的健康状
况和身体素质。想要出国做服务，
没有好的身
体绝对不行，
否则工作还没开始，
自己的体能
就会吃不消。例如参加济州岛和巴厘岛等地
的海洋保护工作的志愿者，
都提到了高温与烈
日的洗礼；
而到非洲贫民窟做教学和儿童关怀
的志愿者则需要面对大量的蚊虫。身体强健，
保证在新的水土与气候中安全生存，
也是每个
志愿者出发之前需要考虑的命题。
出发之前，根据组织单位的情况不同，
还会做行前培训，能完整参与的志愿者方可
出发。培训内容大致包括出发前的基础知
识，机票、保险、签证等问题，以及安全教育，
使每名志愿者了解紧急情况下的应急措
施。最后还包括如何做一名有责任心、有价
值的国际志愿者，建立积极的
思维模式，在志愿服务中
用心思考、用爱服务。

国际志愿服务：挑战舒适区的旅行

上也可以找到项目的明确细分，帮助志愿者
们快速确定地域和服务对象，大致分为儿童
看顾、
教学、
医药照护、
野生动物保护、
环境保
护、
建筑装修、
音乐艺术、
体育、
NGO 服务、
难民
服务、
女性赋权、
海龟和海洋保护、
老人看顾、
社区发展和特殊人群照护等 15 个大类，
学生
们可以根据兴趣自行选择志愿服务的项目。
国际经济学商学学生会（AIESEC）和上面
两种组织的运行模式不同，
它是由17-30岁的
青年人独立运营的非盈利国际组织，
总部位于
荷兰鹿特丹。他们在自己的英文官网上，
提出
了到 2030 年前的三大全球目标：结束极端贫
困；
打击不平等和不公正；
应对气候变化。仅
仅 2018 年一年，就有 800 万名世界各地的学
生参与到项目中来。在 AIESEC 的中国大陆区
官网上，
可以看到开放的实习岗位有 6507 个，
而志愿者岗位已经多达21083个。
此外，
还有 2012 年由几个中国青年成立
的 Gapper 组织，
1998 年在泰国信武里成立的
格林卫，以及 2014 年在上海注册成立的 QYIV
国际义工旅行等多个志愿者招募平台，它们
的收费标准和服务目的地也各有差异。
在世界著名的高校中，
也有专门的组织承
办学生的海外志愿服务活动。例如美国藤校耶
鲁大学就在脸书上设立专页，
推广学校的世界
性志愿服务项目。从2014年以来，
耶鲁就通过
脸书宣传并招募志愿者去巴拿马设立移动诊
所，
提供医疗服务；
2016 年为期两周的医疗服
务则换到了秘鲁，
随后又去往多米尼加共和国。

刚刚过去的暑假里，
“国际
志愿者”
这一关键词高度霸屏，
许多大学生甚至中学生纷纷走
出国门，
做国际志愿者成为国
内外学生和家长青睐的潮流
与时尚。同学们在假期里的
足迹遍布东南亚、北欧、拉美
和非洲——他们在非洲贫民
窟做儿童养育，
深入德黑兰的
幼儿园上课，
还有到哥伦比亚
的监狱做关怀性聊天……大
家服务的地区与项目各不相
同，录取的条件也各有差异，
有的是跟随学校的服务队出
发，
有的则是通过义工组织自
行报名面试。在海外服务的日
子里，
志愿者们直面文化震撼，
跳出书本，
感受大千世界的丰
富多姿。然而，
当做公益成为
风靡教育圈的热潮，
志愿者们
更应当考虑自身的承受能力，
回归公益的本质，
量力而行。

暑期﹃国际志愿者﹄关键词刷屏

近几年，做志愿者成为不少学生喜爱的
假期活动方式，而大家丈量世界的脚步也经
历着从国内到国外的深入。
如何才能走出国门做志愿者？在素质
教育的模式下，有些高校已经设置志愿服务
学分，
并成立海外志愿服务队，
邀请同学们以
选课的方式报名参加。社会上也有许多组
织开设的网站，为同学们提供出国服务的渠
道并分享游记与心得。
在联合国倡议的可持续发展脉络下，
实现
优质教育、
性别平等和缩小差距是人类社会共
同追求的目标。国际志愿者的服务，
也逐渐涵
盖了非洲贫民窟、
东南亚生态保护区、
大洋洲
妇女保护NGO等多个地区的不同项目。
放眼世界，欧美和大洋洲已经发展出不
少义工组织，供世界各国致力于公益的同仁
申请项目。早在 1998 年就在英国成立的
GIV 组织，通过官网、脸书和 Instagram 等多
个媒体平台开展宣传并接受申请，它的主要
项目包括国际志愿者、实习和国外学习，针
对 18 岁以下青少年的项目主要是海龟保
育，地点在泰国和希腊，为期两周。
GIV 官网制作了精美的视频来介绍行
程，并通过大量文字宣传志愿服务的意义。
然而，项目价格不菲，两周的行程中每周的
费用高达 1100 英镑。针对成年人的国际志
愿者项目选择更加丰富，在哥斯达黎加为期
24 周的动物保护实习项目，报名费 261 英
镑；在印度做为期 2-12 周不等的女性赋权
教育的志愿者工作,报名费 238 英镑；在斐济
做为期 2-12 周不等的社区内发展志愿者服
务，需要项目费 317 英镑，等等。
新西兰的“旅行志愿者组织”
（IVHQ）成立
于 2007 年，
已经发展出了 50 多个志愿者服务
目的地，
申请人可以按区域划分来了解项目，
可供选择的区域包括北美、
中美、
南美、
欧洲、
非洲、
中东、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申请人可以
根据自己的喜好和需求，
到美国新奥尔良、
意
大利罗马、
西班牙巴塞罗那等发达城市，
也可
以选择约旦、
巴林、
赞比亚、
秘鲁、
乌干达和牙
买加等普通旅游者鲜少到达的国度。在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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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震后的尼泊尔乡村重建校舍
在伊朗 36 天，
却从未想过
“逃离德黑兰”
孤身一人来到“犯罪之都”
，
照护贫民窟儿童

离开父母、
走出国门，
对学生们来说无疑
是一场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旅行，
在异国他乡的
感受与体会，
也是服务他人之外，
自己积累的
一笔宝贵财富。有一些国家，
并非美丽海岛和
旅行胜地，
与自己的祖国相距万里，
甚至总有
人说它
“不安全”
。而志愿服务的机会，
能够帮
助志愿者解锁新国家，
体验异地文化。同学们
参加长短不等、活动各异的志愿服务活动之
后，
通过长篇游记的方式，
将自己的宝贵经验
分享记录下来。
“南非，
这里没有遗憾”
“在伊朗
36 天，却从未想过‘逃离德黑兰’”
“巴士窗外
的毛里求斯”
，
同学们用一个个幽默诗意的名
字，
记录着自己的见闻与感想。
来自瑞典的 Jan Van Eimern 通过 SCI 平
台报名，
参与了尼泊尔巴克塔普尔地区地震后
的灾后重建工作。他说，
虽然当地的文化习俗
与自己的国家有许多不同，
但尼泊尔人用很真
诚的方式让自己融入其中。他和同伴在距离
城市 15 分钟车程的 Shree Balmiki 初中，
完成
营建新校舍的最后一步。他们粉刷墙壁，
布置
教室，
陪伴学校里的学生谈心。这所在麦田附
近的初中给他留下了珍贵的回忆，
而他最开心
的则是能在别人艰难的时刻施以援手。
网名为 SSSSSabrina 的同学，通过 AIESEC 平台申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参与为期
36 天的教育支援项目，到当地的幼儿园陪小
朋友玩，并教授中国文化。她认为自己所参
与的项目，更像文化交流类，而非教育类活
动。因为在伊朗的幼儿园中，英语普及程度
并不高，
孩子们主要说母语波斯语，
当地的志
愿者也大多数依靠肢体语言和孩子们交流。
她带着孩子们画画、
拼图，
甚至教学生们
如何使用中国的筷子吃饭。在志愿服务之
外，浸没式的生活体验，让她更了解伊朗，也
让周围的伊朗朋友更了解中国。由于到伊朗
旅行的外国人并不多，她坐在地铁里的女性
专用车厢时，甚至会有当地女性来找她签名
合影。
“有 80%的人都会盯着我看。家具店的
老爷爷，兴奋地问我是不是来自中国。老爷
爷说，他非常喜欢中国，甚至打趣地说，我有
个 24 岁的儿子，真希望他可以和你这样的中
国女孩结婚。
”
SSSSSabrina 在德黑兰期间，在国内的家
人也格外关注伊朗当地的新闻，她的爷爷在
连续关注伊朗新闻一个月后，觉得孙女在伊

遭受质疑

朗是安全的，而安全、热情、团结也是这名年
轻的志愿者在伊朗当地做志愿服务所积累的
感受。
她在不同城市的大巴扎里，买日用品和
小饰品，看波斯地毯、传统香料和小工艺品，
还利用志愿服务后的一段时间参观设拉子和
古城伊斯法罕的古迹与清真寺，更全面地认
识了曾经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古波斯王国。
不过，在 40℃以上的气温里戴着头巾，
随时都要保护围巾不被风吹跑，购买可以遮
住臀部的上衣和宽松的长裤，也是 SSSSSabrina 在德黑兰需要适应的异域文化初体
验。但经历了完整的 36 天旅程后，她说自己
从未想要像电影里一样“逃离德黑兰”，而是
更加喜欢这个古老的文明国度。
网名叫 Wendan13 的女生，选择了南非的
约翰内斯堡作为自己暑期服务的地点，
经过了
三个月的申请、
面试、
等待和培训后，
她来到当
地的 NGO 组织，
做慈善机构儿童喂养中心的服
务工作。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2点，
她处理文件
材料，
外出寻求赞助，
也会在每周的固定时间到
贫困家庭和儿童喂养中心做教学和照护工作。
她形容自己在尝试一次“跨越舒适圈的
旅行”——孤身一人来到传说中的“犯罪之
都”
，
在非洲最南部拥有不同种族的国度里帮
助贫民窟儿童。她跟随写有“非洲儿童喂养
计划”
字样的仓储车，
来到约翰内斯堡最著名
的贫民窟——索韦托。这是种族隔离政策制
造出的最大规模黑人聚居城镇，常住居民
100 万人，大多都是低收入工人。他们大多
在约翰内斯堡附近的矿区工作，每天长途往
返，居住环境拥挤、简陋。Wendan13 负责的
儿童和贫困家庭，
都在索韦托内，
她作为鲜少
出现的黄种人，
受到了当地人的喜爱，
甚至有
一名女孩邀请她到自己的家里去做客。
“破旧的房屋内部，
只有一个收音机算是
贵重物品，
全家人挤在一张床上，
但这个条件
在村子里还算比较好的。”然而，朴素的生活
并不影响人的快乐与善良，Wendan13 在那里
收获了满满的感动。她将自己带的中国结送
给女孩的妈妈，
妈妈一直拉着她的手说谢谢，
还把中国结挂在最贵重的收音机上。共进晚
餐时，
她吃着不知名的当地食物，
欣赏着收音
机里传来的非洲音乐，即使有盘旋的苍蝇作
伴，
仍然觉得简单而快乐。

打着志愿者的名义去玩？
为了毕业学分做志愿服务是否违背公益初衷？
“世界很大，
我想去服务”
应顾及经济承受能力？

Shane Carolan 和同伴一起到比利时的社区办营队
做国际志愿者不仅能增长见识、结交朋
友，甚至还可以获得证书，听起来十分“高大
上”
。走出国门的生活体验，
让同学们跳出书
本，
感受民生与社会，
体验更多元的文化。
一名参加 IVHQ 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
项目的同学，
在当地的儿童收容机构、
小学分
别做过儿童照护和英文教学的服务，但他特
别提到去监狱里和犯人聊天的特殊项目。这
次特别的服务经历，让他有机会进入当地监
狱和重刑犯对谈，甚至还和看顾监狱的修女
讨论当地的司法正义问题。
女生 powing 是来自香港的一名大二女
生，
她在今年暑假和学校的服务学习团一起，
在马来西亚东部最大的华人城市古晋，做了
为期两周的志愿服务。她和队员来到当地的
中文中学和小学举办科学营，带同学们做科
学实验。在和同学们的交流中，她了解了马
来西亚华侨子女的升学方式大多是到中国大
陆和台湾，
在差额比例分配的情况下，
很难就
读国内顶尖的马来文大学。在当地的
华族历史博物馆，志愿者们还
深入了解了
“海外侨胞”
的故事与历史。

Shane Carolan 通过 SCI 组织和同伴们一
起到比利时的社区办营队，她印象最深的是
在周末的晚上，志愿者们在篝火边分成小组
围坐在一起做跨文化交流学习。大家针对社
区中的不同生活场景，
包括羊毛毯车间、
木工
车间和生态咖啡馆，讨论活动的进行方式。
在这次的志愿服务中，她和来自世界各地的
朋友在工作中沟通，
通过角色扮演的方式，
学
习到了新的工作方法和以温馨和平的氛围鼓
舞人心的生活方式。
虽然在活动中同学们能打开视野，获得
新的生命思考，但逐渐市场化的海外志愿服
务，也受到了来自社会的批判和质疑。有网
友认为，
像一些亚洲国家的海岛项目，
两周去
给大象洗澡，
两周在海滩上捡垃圾，
根本就是
打着志愿者的名义去玩。此外，许多国际志
愿服务也与“间隔年”联结在一起，指的是学
生在毕业后，用一段完整的时间全职做志愿
服务，在走入社会前最后潇洒一回。而大量
收费志愿服务组织的兴起，则给了部分学生
以公益为名自我放逐的机会。
如今，国内外诸多学校为了培养学生的
社会服务意识，
专门设置学分，
促使学生做义
工服务。但与此同时社会上也不乏讨论，如
果公益行为和学校的毕业学分结合在一起，
是否违背公益事业不计较个人利益的初衷。
在经济方面，
“ 世界很大，我想去看看”的目
标，
虽然并非只有富人能做到，
但仍会给不少
家庭带来一些经济负担，这也是大学生们需
要考虑的现实因素。可见，国际志愿者的服
务之旅虽然乐趣多多、
收获满满，
但也应回归
公益的本质，
量力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