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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work team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the 
organizational guarantee for strengthening and improving the ideological work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and is the key to building the frontiers of ideological work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is paper elaborates on strengthening and improving the new era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rom four aspects: strengthening the main body layout of college ideological work teams, 
improving the management mechanism of college ideology work teams, improving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of college ideology work teams, and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network ideology worke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effective path of the ideological work 
team construction provides a feasible suggestion for strengthening the ideological work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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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和改进新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队伍建设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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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队伍建设是加强和改进新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组织保证，是筑

牢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前沿阵地的关键。本文从加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队伍主体布局、完善高

校意识形态工作队伍管理机制、提升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队伍综合素质、增强高校网络意识形

态工作者队伍建设四个方面，深入阐述加强和改进新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队伍建设的有效

路径，从而为加强我国高校意识形态工作提供可行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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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任何一种思想的传播、宣传、灌输都是由特定的人员来实现。“任何国家要想增强自己的软

实力，必须加强意识形态工作者队伍的建设。”[1]特别是在当前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加剧和国

内社会思潮多元多样的时代境遇下，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严峻的压力与挑战。高校肩负着

宣传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和培养合格社会主义建设者与接班人的重任，同时又是意识形态领域

斗争的“一线”。新时期、新形势对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队伍建设提出更高更新的要求，切实

加强和改进新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队伍建设，对实现高校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权与话语权

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2. 加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队伍的主体布局 

习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高校党政干部和共青团干部、思政课教师和

哲学社会科学课教师、辅导员和班主任是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青年马克思主义

者是青年学生群体的优秀代表，在对周围学生发挥朋辈教育中起着不可替代的榜样示范和模

范引领作用，同样是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四大主体在高校意识形态

工作中的地位和职能各有侧重、相互配合、有机统一，构成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队伍的主体布

局，共同实现高校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目标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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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强化高校领导体制，落实党政干部和共青团干部的主体责任。学校党政干部和共青团干部

是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和管理队伍，要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负责高校

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干部，既包括学校分管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党委副书记，学生工作部（处）

从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干部、院（系）党委（总支）负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副书记，

也包括学校各级共青团干部。作为学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者和管理者，党政干部和共青团

干部要了解学校意识形态工作的总体规划，能够坚决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党对高校的绝

对领导，落实国家教育政策与法规。他们在学校的不同部门和基层组织工作，对大学生思想

政治现状尤为熟悉，能在明确职责、密切协作的基础上切实实现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目标。 

2、思政课和哲学社会科学课教师是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队伍。思想政治理论课、哲学社

会科学课程的课堂教学是实现高校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主渠道。他们根据学科和课程的内容

和特点，对学生进行思想理论的宣传和教育，引导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其主要职责表现在：一是为人师表，榜样示范。以高度负责的态度，率先垂范、言传身教，

以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和人格给大学生以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学生在对先进思想品德自

觉奉行、信仰的个性化行动中受到感染和影响。二是挖掘价值，渗透教育。专业教师应当深

入挖掘学科中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自觉地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大学生专业学习的各个环节，

渗透到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各个方面，在传授专业知识过程中加强主流意识形态教育，使

学生在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自觉加强思想道德修养，提高自身思想政治觉悟。 

3、辅导员、班主任是高校主流意识宣传教育的骨干力量。辅导员按照学校、院系党委的部署，

有针对性地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班主任负有在思想、学习和生活等方面指导学生

的职责。辅导员、班主任是高校教师队伍和管理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大学生日常思想政

治教育主阵地上的基层指挥员，工作在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第一线，是做好大学生日常思想

政治教育和管理的骨干队伍，对大学生的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形势和目标的不断变化，辅导员、班主任的职能也不断调整、完善，

逐步形成比较系统的职能体系。 

4、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在高校主流意识形态教育中发挥独特优势。青年，既是高校主流意识形

态主导权建设的主体，同时也是高校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对象。青年马克思主义者是青年学

生的优秀代表，他们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有较高的思想觉悟和党性修养，又身处学

生周围，在同辈群体中发挥着榜样示范、思想引领的独特优势，是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队伍的

新兴主体。为此，发挥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优势，培养和造就一大批青年马克思主义者。

通过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武装青年学生，使青年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从感性认识

升华到理性认识，使其具备基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储备与素养。 

3. 完善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队伍的管理机制 

1、做好队伍选拔工作。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队伍的选拔，既要拓宽选拔视野、又要高标准高要

求严格选拔。搞好选拔工作，通过科学合理的方式，发现和挑选优秀人才，择优任用到高校

意识形态工作岗位上，是高校意识形态队伍建设的前提和基础。在选拔过程中，要坚持德才

兼备的标准。“德”，即要把具备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在思想上、政治上自觉与党中央保

持一致，有志献身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人才选拔出来，以保证队伍的革命化。“才”，

即要把具备从事高校意识形态宣传工作所需要的相关知识和专业技能的人才选拔出来，以实

现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队伍的知识化和专业化。 

2、抓好队伍教育培训。高校要结合新形势发展的实际，更新意识形态工作队伍的教育观念，

及时开展政治理论学习和技能培训。通过组织培训班、举办专题讲座及研讨会等多种形式的

活动，提高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者的政策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推动主流意识形态理论的创新

和发展，努力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积极引领学生发展的需要，并对意识形态领域中出现的

新情况、新问题做出科学的解释和判断，为维护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服务，这支队伍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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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成就，与高校主流意识形态主导权、话语权的实现程度密切相关。因此，通过教育培训，

在新世纪新阶段培育和造就一批高水平的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者队伍十分重要。 

3、强化队伍实践锻炼。“实践出真知”，实践对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者素质的提高具有决定性

作用。意识形态工作者的许多知识和能力只有在实践中才能获知，并得到锻炼和提高。因此，

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者要在坚持正确理论的指导下，加强实践锻炼。高校要组织意识形态工作

者参加社会实践，通过深入学生基层及省内外兄弟院校，了解国情，了解现代高等教育中出

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学习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好做法。广大思想政治教育干部要勇于实

践，善于实践，运用所学的知识，结合自己的业务工作，从实践中总结经验，使其条理化、

系统化、理论化，从而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效率。 

4、健全激励与考核机制。建立健全激励与考核机制是有效提高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队伍工作热

情、强化责任意识的重要举措，是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队伍管理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

为此，要营造良好的竞争氛围，不断强化竞争观念，采取多种形式和途径使高校意识形态工

作队伍在竞争中强化责任意识；要创造多种激励形式，如竞争上岗、职称评定、提高工资待

遇等等。此外，要建立公平公正、动态立体的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队伍考核机制，完善高校意

识形态工作队伍的考核标准、考核程序和步骤，以此不断提高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者的能力水

平。 

4. 提升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队伍的综合素质 

“主流意识形态宣传能否真正为群众所接受、所认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意识形态工作队伍

的综合水平。”[2]面对新形势发展的客观要求，面对新阶段所肩负的艰巨任务，高校宣传思

想部门要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3]意识形态工作队伍素质还需要进一步提高。 

1、意识形态工作者既要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又要精通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工作者要坚

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只有真信，才能激发理论研究和宣传

的兴趣和热情，这也是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者的基本素养。此外，要加强学习，通过学习掌握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矛盾、解决矛盾的能力，

深入社会实践，注重调查研究，了解社会上的热点问题，科学分析新形势下做好理论阐释和

宣传普及工作，在重大的政治和理论问题上，立场坚定，敢于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错误思潮

进行对话、交锋和斗争，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引领力。 

2、意识形态工作者要学会创新话语表达。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者要从内容、形式和语言等多方

面充分考虑到受众群体的需求，通过创新话语表达方式，将晦涩难懂的理论以通俗易懂的语

言表达出来，优化话语传播内容，用富有生活气息和民族气息的语言和文字消除马克思主义

理论和大众之间的心理距离，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亲和力，使马克思主义真正走入大

众生活。列宁曾指出，“要善于用身边发生的小事来说明共产主义的信念。”[4]高校思想政

治宣传的语言表达，要避免生硬呆板，杜绝口号式、标语式的空话、套话、大话。用简洁明

快、通俗易懂的话语表达方式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3、意识形态工作者要学会运用多种舆论传播载体来宣传马克思主义。一定的文化和思想的传

播不仅需要大量合格的传播者，更需要多样的载体。传播理论认为：“信息传播量愈多，思

想认同愈高”。[5]因此，通过形式多样的传播载体来增强信息的传播广度，是促进文化认同

的重要方式。为此，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者要完善马克思主义网络宣传体系，丰富网络信息平

台建设，通过设立网站、公众号等，多渠道开展思想宣传教育，努力使主流意识形态占领网

络阵地。在网络阵地中要建立众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教育网页，扩大马克思主义意识形

态在学生群众中的影响力。此外，不断创新网络平台的内容和形式，扩大受众层面，贴近学

生需求，提高人性化服务，增强平台影响力。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volume 236

381



 

5. 增强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者队伍建设 

在大数据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新的严峻形势。网络空间逐渐成为意识形态渗透的主

战场，而活跃在网络空间中的青年学生成为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主要对象，

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面临更加艰巨的挑战。为此，高校要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加快建设一批

高素质的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者队伍，巩固高校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者队伍既要熟悉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又要熟练掌握互联网技术。为

打造这样一支队伍，要通过专门技术培训，提高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者的互联网操作技术，掌

握熟练的计算机操作能力，提升在网络空间宣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水平，增强与各种错

误思潮进行交锋和斗争的本领。通过加强网络平台建设，使互联网成为进行高校大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的前沿阵地。一方面，要建设一批适应大学生个性特点、喜闻乐见的宣传网页和交

互平台，通过校内网络阵地建设，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壮大主流意识形态舆论，

引领青年学生健康成长。另一方面，要在宣传的内容和形式上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使用贴

近学生的、通俗易懂的、具有时代气息的网络语言，提高高校主流意识形态的亲和力。 

此外，要在网络空间中积极培育宣传高校主流意识形态的“意见领袖”。在网络群体意见形

成过程中有一部分人的意见对群体影响较大，能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群体意识的方向，这部分

人称为“意见领袖”，“意见领袖”往往是长期从事某项研究的行家里手，或是善于分析推

理的思考者，或者是了解内幕的参与者，他们发表的观点感染力大，有很强的说服力。通过

这样一支队伍的自觉地宣传高校主流意识形态教育，阐述对社会热点问题的认识、发表对敏

感事件的观点，对错误思想言论的批判等一系列舆论引导行为，实现对高校主流意识形态的

正确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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