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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outbreak of Coronavirus Disease-2019, the online volunteering
teaching model is required for Chinese universities. By making use of Information and Tele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this model combines online teaching and voluntary work together to form
a modern teaching model for student’s online learning. This model includes three subjects: volunteer, target customer and supervisor, and three stages: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From the practice
and analysis of the model, we can arrive in a conclusion that this online volunteering teaching
model helps to develop the accuracy and individuation of online teaching as well as the informatization of voluntary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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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2019新型冠状病毒重大疫情应对中，研究高校大学生线上志愿教学形式，探讨其志愿教学模式的实践
及其效应。该模式具体利用信息通信技术，将线上教学与志愿服务相结合，构建成辅助学习的现代化教
学服务模式。该模式包含志愿服务者、志愿服务对象及监督协调者三方面，且研究分别从前、中、后期
三个阶段的实践进行分析，得出在重大疫情应对中高校大学生线上志愿教学模式效应，促进线上教学的
精准个性化以及志愿服务平台的网络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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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9 年 12 月以来，2019 新型冠状病毒(简称 COVID-19)疫情席卷全国，为了更好地保障广大师生的
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进一步加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防控工作、阻断疫情传播，全国各大中小学相继
发布了延迟开学的通告。2020 年 2 月 6 日，教育部发布关于疫情防控期间以信息化支持教育教学工作的
通知，通知中对扎实做好教育信息化工作、支持学校延期开学期间线上教学工作的开展发布了相应任务
[1]。面对重大的疫情，各高校除了采取线上利用网络教学平台开展多种方式的在线教学，也有高校开展
线上志愿服务[2]，通过在线互动，为推迟返校的学生提供学业辅导、职业规划、就业信息等帮助。其实，
该线上志愿服务模式可以通过进一步完善，形成高校大学生线上志愿教学模式。那么该线上志愿教学服
务模式包含哪些要素？重大疫情应对中，高校应如何实践大学生线上志愿教学模式？该模式会为线上志
愿及教学模式带来怎样的反思？针对这些问题，研究结合杭师大经亨颐学院青协和未来教育创新创业协
会推出的“线上一对一教学志愿服务”活动的具体情况，进行了一定探索，期待能为我国高校应对重大
疫情的线上志愿教学模式提供一定借鉴。

2. 研究背景
COVID-19 重大疫情应对中，各大高校全力以赴，众志成城，在学校疫情防控领导小组的统一指挥
下，坚守防疫抗疫各条战线。在教学志愿方面，浙江工业大学的理学院利用“互联网 + 教学”模式全力
深入推进网上“数理答疑室”平台，迅速组建起一支由教授带头，教师党员、优秀学生党员和学生骨干
志愿者等近 50 人组成的线上志愿服务团队，面向全校学生开展高等数学、线性代数、大学物理等公共基
础课的在线答疑。外国语学院学生党支部组建大学英语四六级答疑群，依托“语林之声”创立学习频道，
整理发布优质阅读内容和学习资料，营造良好的线上语言学习环境[3]。其他高校也相应推出线上辅助教
学的信息平台，为学生在疫情期间提供充足的学习资料。
2020 年 2 月 13 日，杭州市教育局出台了关心关爱抗疫一线医务人员子女教育的通知，杭州师范大
学也紧跟出台了相关政策，为抗疫一线医务人员子女提供线上家教服务。杭州师范大学经亨颐教师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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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致力于培养未来的卓越教师，在此特殊时期，该院的师范生志愿者将通过网络视频、语音等方式对
报名学生进行“一对一”线上课业辅导或兴趣特长培养。其中，课业辅导主要针对孩子假期作业中存在
的问题进行答疑讲解，并根据相关知识点进行巩固和拓展；兴趣特长(如美术、音乐等)培养则根据学生的
自主选择来匹配有对应特长基础的志愿者进行辅导[4]。志愿者每周将进行两次免费线上辅导，每次辅导
时间约两个小时，充盈学生的学习与生活。

3. 重大疫情中高校大学生线上志愿教学模式及其实践
3.1. 重大疫情中高校大学生线上志愿教学模式
高校大学生线上志愿教学模式是利用信息通信技术，将互联网与教学志愿结合起来，构建一种在线
一对一教学服务平台，通过线上教学来辅助学习的现代化教学服务模式。目前，已有对线上志愿服务模
式和线上教学模式的探索和研究，本文合作教师直接培训指导了杭师大今年 2 月初开始进行的线上一对
一志愿教学服务活动，尤其是进行了主题为《线上一对一教学志愿服务培训》的视频录制和分享。但在
重大疫情应对背景下，还没有较为体系化的研究。
研究在这些已有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构建高校大学生线上志愿模式，具体涉及志愿服务者、志愿服
务对象以及监督与协调者三方面的相互关系。监督与协调者首先建立志愿服务者与志愿服务对象的数据
库，了解服务对象的切实需求，并匹配相符合的志愿服务者。在匹配完成后，我们将该模式分为前期、
中期和后期三个部分，围绕服务对象具体需求对三者设置相应任务，构建完整的线上一对一教学志愿服
务体系(如图 1)。
该模式旨在将信息技术应用至青年志愿服务以及教学领域，以志愿服务对象需求为导向，通过充分
利用基础数据库、智能软件和线上服务平台等优势形成合力，让有需要的学生群体能及时获得相应的志
愿服务[5]。通过智能软件为设备，收集报名的志愿服务者与服务对象等信息数据，通过基础信息数据库
进行初步筛选与匹配，再由监督与协调者进行个性化调整，从而为志愿服务对象提供符合要求的志愿服
务者，以保证志愿服务活动顺利地开展。报名的志愿服务者会在服务开始之前接受统一的培训，告知服
务过程以及平台使用的相关事项，然后在平台监督下有序开展线上教学志愿活动；对于报名的志愿服务
对象来说，他们的任务就是配合线上平台的使用以及形成性的反馈与评价。

Figure 1. Flow chart: online one-to-one voluntary teaching model
图 1. 线上一对一教学志愿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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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重大疫情中高校大学生线上志愿教学模式实践
现代数字技术实现了网络时空的沟通和对话，改变了传统的信息获取和交流形式，从而使网络互动
成为一种新型互动形式[6]。线上志愿教学模式已有高校在实践并取得了良好的成果，浙江师范大学研究
生支教团，在“互联网+”背景下锐意创新，尝试“线上线下”双师教育模式，通过网络教学，把名师直
接带进支教地，充分提高了当地教学质量。因此，在重大疫情应对中，高校可以通过实践高校大学生线
上志愿教学模式来有效辅助疫情期间的线上教学活动。其中，志愿服务者主要指高校大学生；志愿服务
对象指需要学习帮助的各年级学生；监督与协调者指协调、组织该志愿模式的有关学生组织或部门。
在教学志愿服务前期，大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安排空余时间志愿报名，进行线上教学志
愿服务。待志愿服务者与志愿服务对象将基本信息录入报名系统后，数据库初步生成结果，再由监督协
调部门进行一对一个性化匹配。在匹配完成后，志愿大学生与其服务学生及其家长进行沟通，商议辅导
时间并了解学生的具体学习情况，以便志愿者提前准备适宜难度的辅导材料。另外，为了便于组织管理，
该模式监督协调部门将会为志愿服务者与服务对象提供统一的线上教学平台，以便统计授课时间，了解
授课具体情况。
在教学志愿服务中期，志愿者需要完成商议时间的辅导任务，检查学生掌握情况并及时给学生家长
提供反馈；在授课过程中，除了志愿服务者除了需要在约定时间内完成教学辅导外，也可在双方协商融
洽的基础上，安排平时的答疑时间，方便学生随时学，随时问。
在教学志愿服务后期，志愿服务者需对学生学习情况形成一份总结性报告，反馈给学生家长以及监
督协调部门。同时，学生和家长也应根据志愿服务者的服务情况，对其作出评价及建议，为该模式的改
进与提升提供参考。

4. 重大疫情中高校大学生线上志愿教学模式效应
通过上述的分析，该线上志愿教学模式的顺利运行，会对线上教学及志愿服务两方面的发展产生重
要影响。
对线上教学来说，线上一对一教学结合当今互联网高速度、高效率、大数据的特点，实现了精准个
性化。与数据资源丰富的部门、媒体和企业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他们拥有的用户量大、数据量大，数
据蕴藏的价值高，借助他们的数据合法地合规地挖掘教育对象的相关信息，可以为实施教育活动提供依
据[7]。通过数据精准匹配，线上一对一教学能最大限度发挥教学的效果，更好地落实因材施教的教学方
法与教学原则。在这基础上，线上一对一教学能有效帮助志愿服务对象(学生)解答课堂疑惑，解决个人学
习问题。同时，相比于学校教师统一教学，志愿者一对一教学会更加以学生为中心，并根据学生知识水
平、掌握程度等因素制定个性化的教学方案，达到针对性的个性化教学，从而大幅度提升教学效率。在
这样以学生为导向的教学环境下，学生不仅容易产生学习兴趣，积极主动地参与学习，且更倾向于大胆
提问、不断追问，直至解决问题。总体而言，在线一对一的模式对于学生的针对性更强，完全依据学生
的学习进度与性格定制，具有因材施教的特点；在线一对一模式充分调动教师在教学方法和情感的投入，
能够紧密结合学生的学习进度，促进学习效率的提高；在线一对一模式还增加了老师和学生相处的时间，
老师可以及时反馈孩子的学习状况及情绪，这对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也会有一个正面影响。
对志愿服务平台发展来说，这虽是挑战也是机遇，促进了平台发展的网络信息化。民政部关于学习
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志愿服务重要指示精神的通知中指出“积极搭建志愿服务平台，推动志愿服务常
态化[8]”，这就鼓励了广大志愿服务平台的搭建与发展。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平台的形态
从单一向丰富、从静态向动态、从单独的 PC 端向综合移动端发展，网络平台更注重交互性和个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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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体验成为重要的指标[9]。本文合作教师针对在线一对一辅导课程中的交流认知可视化进行研究，建
构了交流认知可视化分析框架，并对 4 节共 350 多分钟的在线一对一教学视频，进行了基于框架的 6 层
次编码和可视化呈现[10]。该分析框架，拓展了 Anna Sfard 交流认知理论中的 2 水平层次到 6 层次水平，
第一次将该理论用到线上交互教学环境，将会为线上教学的交互智能可视化提供框架和数据参考。我们
可以更直观地看到学生在课程中的认知状态以及学生主导的认知出现水平、持续时间和接受程度的反馈。
相关平台应当不断完善平台设计，丰富平台功能，来满足用户的需求。志愿服务者(大学生)在这样的志愿
平台上实践，极大提高了大学生志愿者自身的能力与水平的发展。开展线上志愿服务是将课堂知识和课
外实践有机结合的良好平台，为大学生运用所学的知识技能提供了实践机会，志愿者在帮助他人的同时，
也提升了自己的专业能力。同时，把互联网的创新成果与大学生志愿服务工作深度融合，推动宣传推广、
效率提升、组织变革，也已成为互联网时代大学生志愿精神培育的重要途径[11]。这将有助于强化大学生
公民意识、有助于增强社会责任意识、有助于强化艰苦奋斗精神。

5. 研究展望
民政部关于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志愿服务重要指示精神的通知中指出，我们应当“全力推动
志愿服务事业再上新台阶”[8]。高校大学生线上志愿教学模式是线上志愿与教学的结合，改变了传统的
志愿教学模式，辅助学生课业学习、查漏补缺，并提高其学习积极性；促进大学生专业能力提升，培养
志愿精神；建立线上教学的个性化数据库，推动线上教学发展；注重志愿服务平台的网络交互性，完善
志愿服务平台。这一切都为志愿服务事业在教学方向的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教育技术的日新月异催生了科技辅助下的多种网络化教学[12]。总体而言，新提出的高校大学生线上
志愿教学模式还尚未成熟，在志愿者选拔程序、志愿者前期培训、平台建设等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同
时还存在反馈的效率问题，这进而会影响大学生志愿教学资源的优化调配，积极性调动，表彰总结等方
面。所以，我们仍需不断努力，改进各种弊端，争取提供更加专业化、系统化的线上志愿教学模式；在
教学中不断结合教学实际，紧紧围绕提高教学质量这个中心，不断采取新的措施，促进课程建设和教学
质量的提高[13]，力求做到志愿服务效应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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