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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network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 is more and more convenient for students 
to obtain information, but because the information received is mixed, students' values will also be 

affected to a certain extent. As builders and successors of socialist cause in China, college students 

must strengthe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having a group of excellen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the premise and foundation of providing high qualit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This paper will talk about how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eam of college students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ork team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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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学生获取信息越来越方便，不过由于接受的信息良莠不齐，

学生的价值观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如今的中国社会倡导的素质教育，大学生作为我国社

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必须要加强大学生群体的思想政治教育，而拥有一批优秀的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是高校能够为大学生提供优质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前提和基础。本文将结合

当前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建设现状，谈谈该如何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

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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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有利于提高大

学生的思想政治觉悟，有利于将大学生培养成为

诚实守信、爱岗敬业的高素质人才，要想将大学

生真正培养成为社会主义接班人，就必须加强对

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所以高校必须加强大学

生的思想政治队伍建设。 

2. 思想政治教育内涵 

要想知道如何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队伍建设，首先要知道何为思想政治教育，在社

会主义新形势下，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意识形态属

性和政治属性，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指的是马克

思主义中意识性和科学高度统一的思想政治教育，

习近平总书记认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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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加强我国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始终坚持和巩固马

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作用。对大学

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要加强大学生对马克思主

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的党的方针政策的理解，

从而影响大学生群体的价值观、人生观和政治观念

等直接影响其实践的思想观念，从而让大学生能够

在正确观念的指导下做出正确的行为[1]。 

3. 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建

设的意义 

3.1 有利于保证我国高校的办学方向的正
确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句话虽然听起

来很有年代感，但是永不过时，事实证明社会主义

具有其他制度所没有的优越性，而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发展而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符合我国国

情，对我国的长远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的社会制度，

建国以来，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高速发

展，而这一切的发展成果都是因为我国始终坚持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中国得以迅速发展的

前提和基础。当前，我国还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为了我国能够不断获得发展，不断

拥有发展动力，必须要始终坚持科教兴国、人才强

国的基本战略，为国家发展提供优质人才，而高校

作为高素质人才培养的摇篮，必须要发挥自身的作

用，必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办学性质，加强对大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人才队伍的建设，提高大学

生的思想政治素质，让大学生群体在进入社会以后

都能够听党指挥，坚持社会主义发展路线。 

3.2  有利于全面促进大学生素质教育 

思想政治素质本身就是大学生素质的重要内容，

要想培养大学生的全面素质，就必须加强对大学生

的思想政治教育，也就是说，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队伍建设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全面促进大学

生的素质教育。加强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

伍建设意味着首先要提高教育队伍的思想政治素质，

教师素质直接影响学生素质，所以加强思想政治队

伍建设，有利于发挥教师的榜样作用，让教师用自

身的专业素质和独特的人格魅力来影响学生，从而

促进大学生的全面素质的培养。 

3.3  有利于提高学校的办学质量与教育
影响力 

一个好的学校可以同时满足国家对人才的需

要和学生对于自身教育的需要，而学生的教育需

求同国家对人才的需求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学生

由于自身接触面的局限可能对政治思想的了解不

足，对自身思想政治素质的提升不够重视，但是

学校不可以忽视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当前我

国的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在发展的过程中渐渐浮

现了很多的社会问题，加强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队伍的建设有利于让教师在问题面前透视

问题本质，更好的帮助学生解答困惑，让学生有

一个正确的价值观与人生观。建立一批高素质思

想政治教育人才队伍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思想政

治素质，在培养教师队伍的过程中，教师的思想

政治素质也会不断提高，从而影响其教学思路，

从而可以提高学校的办学质量，提高学校的自身

实力与影响力
[2]
。 

4. 当前我国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队伍建设现状 

4.1 当前我国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队伍主体 

当前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的主体包

括高校党政干部、辅导员和思想政治课任课教师。

调查表明，三个主体中辅导员对学生的思想政治

教育影响最大，思想政治课任课教师主要负责向

学生传授思想政治理论，不过从课堂氛围与学生

接受程度上来看，教育效果并不理想，再就是高

校党政干部的作用，各大高校都有专门的党委组

织来负责对大学生党校的教学与管理，同时也会

对学生支部和学生党员进行管理。 

4.2 当前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
设取得的成绩 

我国当前的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

设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能够对大学生的思想

政治教育发挥一定的作用。首先，各大高校为了

响应国家号召，对党政干部队伍的建设还是比较

重视的，党政干部队伍也确实在大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中发挥了一定作用，尤其是十八大以后，

学生党支部更是积极开展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有关的活动，对大学生群体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其次，为了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教育，

各大高校都开设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会在课

堂上将政治思想理论传授给学生，学生因此了解

了很多社科人文知识，对大学生的思想观念产生

一定影响
[3]
。思想政治教师通常都具有很高的学历，

同时具备很好的专业素养，能够引导学生培养正

确的价值观与政治观。再者，作为对学生影响最

大的辅导员，同样能够在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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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中发挥作用，辅导员队伍既有各大高校优秀

的毕业生群体，也有本校的优秀学生，也有同时

兼备教学职能的大学教师，还包括具有一定组织

能力，影响力比较大的高年级学生，辅导员的人

员来源十分广泛，从而使得高校辅导员大部分都

能够符合管理与教育需求。 

4.3 当前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
设中存在的问题 

虽然我国各大高校都已经建立了一批具有不

错影响力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不过

在实际工作中我们也发现了一定问题，还有一定

的改善空间。首先，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部门较为

分散，所以在运行过程中容易造成处理问题不及

时等的问题。 

同时，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作为思想政治教

育的一个重要途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堂效率

低下也是当前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

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调查显示，高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师仍然有大部分教师采用传统的“填

鸭式”教学，思想政治课堂缺乏互动，气氛沉闷，

加之考试难度不大，不用费力去学也能及格，导

致学生经常逃课
[4]
。学生完全没有因为思想政治理

论课的开展而加强对自身思想政治素质的重视程

度，反而会在沉闷课堂的影响下渐渐反感接受思

想政治教育。还有些教师为了加强课堂趣味性而

忽略了课堂的思想性，使思想政治理论教学完全

失去了培养学生政治思想的初衷。 

此外，辅导员队伍中也存在一些问题。由于

辅导员同学生的日常生活学习联系最为密切，辅

导员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直接影响了学生的思

想道德素质。调查显示，由于大学辅导员的工作

偏向于管理与服务，部分学校在任用辅导员的时

候往往不太重视或者不好评价对辅导员服务与管

理能力的考核，且大学辅导员普遍年轻化，总体

来说，辅导员的教学与管理态度比较积极，对于

学生也比较负责，不过由于缺乏经验与专业技能，

在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上显得力不从心。 

5. 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建

设的策略 

5.1 学校要加强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的重视 

要想加强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人才

队伍建设，首先学校要对这件事重视起来，之后

学校才会动用财力物力来发展这方面的建设，建

立健全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的管理体系，加强各个

整体之间的合作，让建设队伍人才合作更紧密，

从而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能力。 

比如重庆某高校，为响应国家对于加强大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号召，十八大以来校长高

度重视对于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健全原

有的领导体制，完善有利于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

队伍建设的相关制度，改变以往大学生思想政治

工作队伍中缺乏统一领导，学生自我教育的领导

机制不完善的情况，将队伍中每个人、每个部门

的力量都能够得到发挥，党校组织、辅导员老师

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能够各司其职，团结协作，

共同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高效服务。在校

领导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高度重视下，为大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成立了专项

资金，同时为了在工作形式上更符合对大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的要求，该校还为其提供了必要的场

所和设备，让相关活动更容易展开，让教师教学

可以借助相关设备更加贴近学生生活，让学生对

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内容接受起来更容易[5]。 

5.2 优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建
设的社会环境 

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至关重要，在某种程度

上来说，环境决定一个人对整个社会的认知，所

以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人才队伍建设，

可以从环境入手，环境有包括国际环境、国内环

境 和校园环境。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当前的国际

环境出现了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和文化全球

化的发展趋势，在这样的环境下，意识形态斗争

更加隐晦，大学生群体中出现了个别的信仰危机，

整体上来说，当前大学生对于意识形态的了解和

态度比较模糊，同时，学生通过网络了解到一些

社会上的一些问题，有些学生在负面新闻的不断

冲击下，价值观受到一定冲击 ，对自身的思想政

治观念也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再者，我国实行以

市场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方式共同发展的经济

体系，我国目前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

场经济在如今的国民经济发展过程发挥着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有些大学生会对社会主

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差别产生怀疑。为此，

国家必须为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一

个良好的舆论环境，尤其是要优化网络环境，避

免一些不良言论对学生造成不良影响。校园是大

学生生活学习的主要环境，为了让大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队伍建设的更好，学校要提供一个良

好的校园环境，形成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风气，

要发挥校园集体风气的积极作用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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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的自身建

设 

首先，要加强对党政干部和共青团干部的队

伍建设。党政干部和共青团干部队伍为大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顺利展开做出了巨大贡献，所

以必须记一笔加强党政干部和共青团干部的队伍

建设，为此，高校要完善党政部门领导机制，建

立党委统一领导、党政共同负责的机制，让全校

人员都紧密配合起来。高校党政部门要将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放在首要位置上，

及时制定与更新队伍建设的相关规划，同时，注

意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人才队伍建设与科

研队伍建设结合起来。再者，要提高思想政治理

论教师的教学水平。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往往具有较高的学历，政治素养也跟得上，但是

授课方式可能存在一些问题，所以要想提高思想

政治课教师的教学水平，让学生的思想政治素养

得以真正提升，教师必须要创新授课方式，转变

传统的授课理念，让学生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

涵更容易理解，切实提高大学生的政治素养，让

学生在今后的工作与生活中能够做到爱岗敬业，

对社会主义制度、对党和人民充满希望
[7]
。 

6. 结束语 

综上所述，学校的存在就是为了给国家和社

会培养人才，我国需要的是能够为社会主义建设

服务的，有较高专业素养和思想政治素养的综合

型高素质人才，为了让学生在进入社会以后真正

能够服务社会、服务党和人民，高校必须着力于

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人才队伍建设，为

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提供一个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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