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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生社团发展现状及教研模式探析 

——基于**区中小学生社团调研结果的思考 

 

摘要：随着基础教育的不断发展，学生社团成为素质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中小学学生特长发展、学校品牌打造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本文基于

对**区中小学生社团进行的系列调研结果，梳理目前中小学生社团发展现状，

提出问题，并由此展开作为区域社团工作总辅导员在学生社团教研机制方面的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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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团，又称社会团体或“自组织”，是指某些具有共同兴趣与特征的人相聚

组成的非政府组织。中小学学生社团具备社团的基本特征，即“具有共同兴趣

爱好与特征的人组成的非政府组织”。但同时，由于中小学学生社团的成员皆为

在校学生，在群体意识或社团定位方面又带有明显的青少年学生的特征，社团

在行知方面又与学科特色相关联。因此，中小学学生社团是社团团体中一个十

分特殊的群体，它植根于校园，又可游离于校园与社会，是学生自主性的最直

接试验场，也是在校学生走出象牙塔，实践社会的临界地。 

**区的中小学学生社团工作以“关注每一个”为核心理念，组织学生践行

“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是学校第一课堂教育的有力补充，在第二

课堂教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十二五”期间，**区的学生社团工作得到蓬勃发

展。区域层面出台《**区社团工作指导意见》，明确了每年人均 300 元的社团活

动经费以外，还规定了社团工作目标、内容、已经相关的政策与活动，为区域

内的中小学社团工作发展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础与保障。三年来，中小学社团总

数从原有的 2428个社团增至 3183个社团。 

一、深入学校，探析社团区域发展现状 

2015年，区域内组织了一场历时三个月的全覆盖、深层次的学生社团工作

调研，进一步明确、分析了**区的学生社团发展现状。 

（一）学生社团活动整体显现高参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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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区参与社团的中小学生学生达到 79624人次，学生参与率达到

111.2%，平均 25名学生组成一个社团。通过样本学校的实地调研，抽样学校中，

100%的学生参加了社团活动，其中 78.57%学生参加了一个学生社团，21.43%的

学生参加了 2个及 2个以上的学生社团，这也很好地解释学生参与率达超过了

100%。 

这样的数据是不是可以乐观地推断**区 100%的学生参与了社团活动呢？经

过进一步统计发现：小学生的社团参与率为 127.26%，中学生的社团参与率为

91%，小学生的社团参与率远远高于中学生。全区中小学生参与率低于 90%的学

校共计 5所，5所学校均为农村学校，其中中学有 4所，小学 1所，4所中学中

有 1所为民办学校。 

（二）学生社团活动经费充裕、实现专款专用 

**区社团经费总额拨款已经突破 2000万，除三所民办学校，学生社团经费

使用率均在 60%以上。通过样本学校的实地调研，抽样学校中可以明显感觉到，

教师对社团活动经费还是非常满意的。93.75%的社团指导教师认为社团活动经

费充裕，6.25%的社团指导教师认为社团活动经费基本保证，没有教师认为社团

活动经费不足。在与学校领导和沟通中获悉，学生社团活动经费主要用于设备

添置、活动耗材、表演服装、学生奖品、外聘教师指导费等，做到了资金使用

有规划、有重点、走程序，实现社团活动经费的合理、有效、有倾斜。 

（三）学生社团活动中的师生幸福感存在差异 

每年的巨额投入以及及学生高参与率，**区师生对学生社团活动的幸福感

指数如何呢？通过样本学校的实地调研，抽样学校调研结果中可见，90.48%的

学生非常喜欢学生社团，而认同学生社团工作是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学校树

品牌、创特色的重要载体的教师为 87.5%，且不存在城乡差别。 

学生高满意度的社团工作源于哪些方面呢？首先，从学校评价来看，抽样

学校调研结果中有 91.67%的教师认为，自身在社团指导中的工作付出得到了学

校认同，纳入个人的工作量。其次，学生社团活动有计划、有具体方案。抽样

学校调研结果中，100%的教师认为学生社团活动的开展是有计划的，89.58%的

教师认为每一次学生社团活动都是有具体方案的。再次，学生社团活动的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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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评价都予以保证。抽样学校调研结果中，89.68%学生认为是自主选择社

团，而且每周一次的活动频率予以保证。7.46%学生认为有一节课的活动时间，

并纷纷表示时间还是不够。32.54%学生认为有两节课的活动时间，社团活动比

较充分。最后，学生社团活动纳入学生评价。抽样学校调研结果中，91.67%的

社团指导教师认为学生在社团活动中是有评价的，并且纳入学生成绩手册中。

89.68%的学生认为在学生社团活动中有展示性活动，如社团文化节，也有考核

评价。从上述缘由可见，学生的高满意度就源于学校社团工作在教师层面的工

作推进。同时我们也发现了学生社团活动中的师生幸福感存在差异，且教师的

幸福感低于学生的幸福感。 

（四）学生社团活动中的社团指导教师专业水平有待提高 

在“关注每一个”的社团工作理念指导下，100%的学生满意度成为我们最

求的目标，而学生在社团中活动质量高低除了取决于学习资源以外，更多的与

教师的专业水平息息相关。87.5%的教师幸福感如何促使达成 100%的学生满意度

呢？经过调查，我们发现**区内的 3183个学生社团有社团指导教师 3997名，

一个社团平均拥有 1.26名指导教师。换言之，**区有 813个学生社团拥有两个

社团指导教师协同或分工指导，占所有学生社团的 25%。3997名社团教师中外

聘教师达到了 343名，校内教师兼任学生社团指导工作教师达到 3654 名，占全

体社团指导教师的 91.4%，外聘社团指导教师只占了 8.6%。 

通过实地调研抽样学校，我们发现目前社团指导教师存在着三种形式：第

一种，校内教师担任，占 75.40%；第二种，外聘教师直接担任，占 6.35%；第

三种，由外聘教师和校内教师组合式的指导，社团活动中或是协同、或是交替

指导。组合式指导的学生社团基本上集中出现在学校特色社团、重点扶持社团。

它对学校树立品牌、打造学校特色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此可见，在学生

社团活动中的指导教师存在着明显差异，而借助于外聘教师只能解决问题一，

而不能解决问题二。学生社团指导教师的专业水平提升成为社团活动水平提升、

实现每一个孩子的发展重要关键。区域内的社团教研成为学校社团工作提升、

社团指导教师专业发展的迫切需求。 

二、立足实际，践行区域社团教研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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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面积广阔，涵盖城市和农村。该区的基础教育一直走在全省前列，区

域内的名校众多，社团工作发展存在差异，且明显。要实现区域内的社团教研

必须立足于地区实际。 

（一）试点学校先行，横向组建社团管理教研组 

**区从社团工作飞速发展的学校中挑选了 10所社团研究试点学校。试点学

校从前期的 5所增至目前的 10所，学校的类型更为全面、特点更为鲜明，在区

域内更具有典型性，如右表（一）。通过 10 所试点学校的社团选择性课程顶层

设计、社团选择性课程群落构建、社团活动课程化推进与实施，为实现社团教

研中的工作引领奠定基础。 

表（一） 10 所社团研究试点学校名录及特征 

 

鼓励 10所社团研究试点学校依据集团、互助共同体、就近、相似四个原则

组建社团管理教研组，实现社团教研的区域全覆盖。实践中，社团管理教研组

交流组内学校社团备案、信息宣传以外，充分开展社团管理、社团活动课程化

推进、社团展示等活动，在搭建社团管理交流平台的同时，进一步拓展社团学

生展示、社团教师表现的专属空间。 

与此同时，借助省教师培训平台连续开设专业的社团管理教师培训班，加

强社团理念的渗透、社团活动课程化运行的意识、社团选择性课程的引进、社

团选择性课程的开发等相关培训，逐渐发展社团管理教研组的骨干力量，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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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全覆盖的教研活动奠定基础。 

（二）重点社团培育，纵向创建社团专业教研组 

区域内遴选 20 个重点培育社团，出台“**区 20个重点培育社团”相关文

件，加强重点培育社团的管理和指导工作，进一步落实社团发展专用资金、提

供专业引领，实现有效培育、有效提升。扶植期内，加强培育社团的专业活动

指导、社团指导教师培训、外出考察活动、展示平台搭建、评优推荐等。同时，

将 20个重点培育社团归并为民乐社团组、合唱社团组、创新实践组等 14个涉

及科技、艺术不同类型的社团专业教研组，如表二。进一步将区级社团扶持活

动拓展为区级社团专业教研组的研修活动。通过期初的活动菜单公布、期中的

区域内相关教师菜单式选择、期末的教研水平评估，实现区域内社团指导教师

专业教研新模式的纵向构建。 

表二 14个涉及科技、艺术不同类型的社团专业教研组 

序号 社团 研修地点 教研对象 

1.  
民乐团 

文一街小学政苑校区 民乐团指导教师 

文三教育集团文苑小学 

铜管乐团 嘉绿苑小学 铜管乐团指导教师 

2.  合唱团 留下小学 合唱团指导教师 

3.  
舞蹈社团 

十三中教育集团十三中 舞蹈社团指导教师 

行知小学 

4.  歌舞剧社团 省府路小学 歌舞剧社团指导教师 

5.  绘画社团 袁浦中学 绘画社团指导教师 

6.  纸艺社团 袁浦小学 纸艺社团指导教师 

7.  陶艺社团 三墩小学 陶艺社团指导教师 

8.  
创新实践社团 

文三教育集团文三街小学 创新实践社团指导教师 

西湖小学教育集团府苑小学 

9.  
无线电测向社团 

翠苑一小 无线电测向社团指导教师 

翠苑中学 

10.  
电子制作社团 

西溪实验学校 电子制作社团指导教师 

丰潭中学 

11.  DI 创新社团 公益中学 DI 创新社团指导教师 

12.  空模社团 十五中教育集团 空模社团指导教师 

13.  车模社团 周浦小学 车模社团指导教师 

14.  海模社团 三墩小学 海模社团指导教师 

同时，区域社团管理中以组建区域精品选择性课程为己任，积极引入台湾

精品课程“未来工程师”，成立以 12个区域内“未来工程师”社团组成的教师

专业教研组，开展区域性的教师免费培训，推进“未来工程师”这一社团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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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课程的实施。同时，与浙江大学生命科学院共同开发“基因课程”，借助杭

州优思达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的力量设计基因课程资源包。“未来工程师”课程、

“基因课程”成为区域内引入课程、开发课程的重要案例，为拓展性课程实施

获取经验、提供模板。同时，进一步整合全区品牌学校的品牌课程，汇编区域

社团选择性课程资源库，实现社团选择性课程的高位发展。 

（三）教师““拜师学艺”，垂直建构社团教研骨干力量 

**区出台区域内社团指导教师“拜师学艺”活动的文件，通过行政推动，

选拔确定 100名社团指导骨干教师。同时聘请 20位院校教授、专家为导师，建

立“以一带五”的导师制，开展拜师学艺活动，垂直提升社团骨干力量。培训

过程由三部分组成，具体为第一部分：分批实施脱产培训一周，内容主要涉及

专业知识及专业技能传授；第二部分：分散蹲点研修一学期，内容主要是走进

“导师”工作场所开展蹲点式的拜师学艺，具体时间师徒商议，每月两次，原

则上与区级教研活动错时进行；第三部分：集中才艺展示一周，开展百名技能

骨干教师才艺展示。 

“拜师学艺”有周期，在有限的周期内紧随导师直线提升专业水平；“拜师

学艺无周期”，社团指导骨干教师与导师在“一日为师、终身为师”的传统观念

的驱动下，专业提升的过程中永远存在导师的专业指导、社团指导教师团队发

展背后永远存在着专家团队的引领。通过“拜师学艺”，社团专业教研组的团队

力量逐步形成，社团专业教研活动实现高水平、高质量的运行。 

（四）区域社团资源库谋划，整体提升社团活动品质 

进一步拓展社团活动资源库，注重打造西湖区 5所“乡村/城市学校少年宫”

所在中小学、10所社团研究试点学校社团活动基地、场馆的建设，尝试组织开

展区域内部分中小学生参与其它学校场馆体验活动，促使学校优质场馆辐射面

的扩大，进而构建“区域社团教育大场馆”。“区域社团教育大场馆”就是由

一个又一个品牌学校的品牌场馆组成的，服务对象不仅仅局限在本校、本集团

内，而是服务西湖区的每一所学校、每一个中小学生。而拥有优质场馆的学校

成为该类场馆式资源库建设的领头羊、风向标，进而实现学校开放式的育人品

牌的塑造。 

（五）社团文化节创建，助推区域社团内涵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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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三年一届，集理论研讨、实践交流、外出考察、竞技评优、社团展示

五个模块为一体的区域社团文化节，。通过社团文化节，实现三年社团管理教研、

专业教研成果的巩固，扩大区域社团工作影响力，助推区域社团工作的内涵发

展，即“关注每一个、发展每一个、成就每一个”。 

三、结语 

通过不断努力，区域内的学校课程特色鲜明，活力四射。保俶塔实验学校

的精品课程、转塘小学的幸福课程、育才外国语学校的选择性课程、行知小学

的小主人课程、留下小学的西溪文化课程等成为了区域内学生社团活动课程化

实践探索的领头羊，并多次在区级层面上介绍经验，积极引路。更多的学校也

行动起来了，积极推出各自的社团活动课程化发展之路。在专题论文评比中，

区域内 59%学校中的教师社团研究论文在区级及以上层面获奖，区域内广大的社

团指导教师以科研的方式积极地投入到学生社团工作的探索上，学生社团工作

成为教师发展的新土壤，学校品牌建设的新阵地。中小学不仅是学习知识与能

力的场所,也是发展中小学生核心素养的重要阶段。只有充分重视学生社团活动,

注重社团教师管理素养、专业素养的提升，才可能建立一批具有特色的学生社

团,可使中小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事半功倍，摆脱生硬的说教,向更加细致的方

向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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