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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bing into an innovative way in the cultivation and training work for the active college 

students who are applying for the Party Membership and that is one of the most crucial             

mission for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 Party organizations in the new era.This essay analyzes the 

advancing experience of party organization in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of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and their innovation in efficient operational mechanisms for training the active 

applicants .These efficient measures consist of the mechanism of the applicants' voluntary service 

work and the performance assessment mode for the active applicants.The thesis also attaches a great 

importance into cultivating a brand-new team of activists who are qualified with the thought of 

serving the people and the party's Political Ideolog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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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探索入党培育模式的转变，把握好大学生入党的培养工作是发展学生党员的基础，

是当代高校党组织的重要任务之一。本文介绍了江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如何积极探索

入党培育模式，将志愿服务制度与入党积极分子培养考察工作相结合，从实践中培育注重政

治思想及为人民服务意识的入党积极分子队伍。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odern Management, Education Technology, and Social Science (MMETSS 2018) 

Copyright © 2018, the Authors. Published by Atlantis Press. 
This is an open access article under the CC BY-NC license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volume 215

224



1．引言 

大学生是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因此，在大学生群体中开展党员培育工作具有重要

意义。推荐优秀团员做党的发展对象，是党赋予共青团组织的一项光荣任务，同时也是团章

所规定的基层团组织任务之一。江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近年积极在入党积极分子中开

展志愿服务工作，并在志愿者队伍中挖掘思想先进分子，结合社会实践工作来提高入党积极

分子思想觉悟，培育入党发展对象，在入党培育模式方面取得良好效果。 

2．切入志愿服务制度的意义 

青年志愿工作在党的关怀下，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基础上逐步发展。以往评定入

党积极分子，通常是以学生专业成绩为标准，再由班级民主投票或由辅导员直接敲定选出有

资格入党的学生。由于评选标准单一，所入选的大部分学生往往是随大流入党，入党动机通

常带有功利色彩，例如以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对党的认知不够清晰。志

愿服务制度的切入，切实将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融入大学生志愿服务活动中，将

党的为人民服务的义务性与大学生志愿服务的自愿性、导向性结合起来。广泛开展青年志愿

者活动，不仅成为增强大学生入党积极分子道德意识、社会责任感和奉献精神的有效载体，

也成为党组织考验入党积极分子的有效抓手之一[1]。江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将志愿服

务制度与入党评定过程结合起来，有效提高当代大学生的思想境界，促进学生理解人生价值

在于奉献，真正从实践出发学习党的宗旨与原则，从而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 

3．学院党建工作过去不足之处 

3.1活动开展形式单一 

过去学院各学生党支部开展的教育活动较为单调，通常多为讲座、报告会等会议形式的

学习与说教，内容相对枯燥，形式缺乏新意，教育效果不明显，与生活实际脱节。而对学生

党员的考核方式，偏重思想理论教育，以笔试党课考试为依据，使得部分学生党员空有思想

理论却缺乏实际经验，学生党员质量参差不齐，其先锋模范作用发挥不强[2]。 

3.2学生党员未充分发挥模范作用 

确定评选入党积极分子时通常为学业成绩优异，在班级和各类学生工作中表现突出的优

秀学生。但在实际的党课教育实践过程中，学生党员的教育和管理相对薄弱[3]，在平时生活

和工作中，有的学生党员未能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空有头衔而未能发挥好自己

的先锋模范作用。 

4．探索入党培育模式的具体做法 

江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团委学生会志愿者部门和院党员服务站联合每周六组织志

愿者前往南昌绿康养老院、福利院等场所进行志愿服务，以定期的志愿服务模式嵌入学生入

党积培育过程。服务期间，由党员服务站专人组织记录志愿者服务工时与服务表现，并将其

纳入入党考核标准。 

4.1提交入党申请书默认加入志愿者队伍 

在学生提交入党申请书后，即默认编制进入院志愿者队伍。提倡“入党先入队”，把参

与志愿者工作作为一项具体考核标准，对不参与志愿工作以及服务工时、服务表现不合格的

学生取消入党积极分子的评选。在实践初期从群众基础、个人思想品德、志愿服务执行力等

多方面考察学生入党动机，审核其政治信仰是否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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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严格考核志愿服务制度 

江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各党支部严格遵循《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以

系统规范的管理方式，使入党积极分子的培养工作愈发科学合理。党支部还以年级为点进行

管理，对各个年级入党申请档案分类汇总, 定期地对入党积极分子的思想表现、学业成绩、

工作业绩、群众基础等方面进行全面检查, 确保党员的严格性。在此基础上，为每一位投身

志愿工作的学生建立个人志愿服务档案，由党支部统一审核进行登记，对志愿队成员的服务

工时进行记录，并以小组考核形式，由志愿队小组内部成员进行相互评定打分，对服务期间

表现进行评价，最后在党支部例会上以文件形式进行公示。达到相应考核标准的志愿者方可

参加入党积极分子的评定，对志愿者服务考核评价不合格的志愿者，取消入党积极分子评定

资格，并不得参与第二年入党积极分子的民主评定。在已被推选为入党积极分子后仍要参与

志愿服务，未达到要求的学生取消党课考试资格，推迟入党。 

4.3规定志愿服务活动的内容及时间 

不同入党阶段制定不同的志愿服务标准[4]。在入党积极分子的培养教育和预备党员的教

育考察时期，要求预入党积极分子和入党积极分子每学期不少于20小时的志愿服务时间，预

备党员每学期不少于25小时的志愿服务时间。分校内校外两线同时进行，在校内开展环境保

护、教室清洁、图书馆书本维护等工作，在校外开展偏远学校支教、走进乡村社区服务当地

群众、协助交通出行等志愿活动。 

4.4导师定期召开例会进行沟通指导 

在志愿者进入入党积极分子队伍后，原则上，每个月定期召开一次入党积极分子主题工

作大会。鼓励入党积极分子在大会上主动发表当月志愿服务心得体会，交流平时学习生活、

学生工作等情况，展开多方互动，促进相互提升。入党积极分子在自身志愿服务档案上，自

行对个人优缺点进行评价，记录自我反省，再由相应导师给出书面意见，并当面进行指导。

以长期指导的方式，对入党积极分子进行思想及综合素质上的督促教育，引导学生朝良性方

向发展。 

4.5对接志愿服务基地，配合百村调查实践模式 

为切实落实志愿工作，便于管理志愿者，保障出行安全，以免服务工作流于形式，新闻

与传播学院党支部在学校开展校内志愿服务工作的同时，积极扩展校外志愿服务渠道，对接

志愿服务基地开展合作。暑期积极组织3支队伍参与社会实践，前往安徽东至县、瑞昌市南阳

乡、南昌绿康国际养老城等定点进行志愿实践工作。以服务队为点，开展形式多样的志愿工

作，如在养老院陪老人、去贫困县走访贫困户、协助扶贫干部进行精准扶贫工作、前往乡村

实地调研等，从脚踏实地的实践中提高入党积极分子的政治素养及思想觉悟。另外，结合新

闻与传播学院开展的在华夏田野上进行国情教育的实践育人新模式，入党积极分子还通过科

学调研、拍摄纪录片、写人物专访及深度报道来深入了解社会、认识国情省情，以此来加深

与人民群众的感情。 

4.6进行党员和群众民主评议  

每学期党课培训结束后，由党支部组织入党积极分子和预备党员召开民主评议会，在大

会上听取入党积极分子和预备党员本学期的志愿服务自我评价。另外，以问卷调查及各班走

访形式，收集部分党员及群众意见，切实了解入党积极分和预备党员平时工作作风及服务表

现，将其作为是否转为预备党员或正式党员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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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创新入党模式下的影响 

5.1提高了入党积极分子综合素质 

以志愿服务制度为抓手探索的入党培育模式，充分提高了入党积极分子队伍质量, 加强

了对入党积极分子培养的全过程管理。从新生一入学就参加志愿服务工作起，学生在服务工

作过程中懂得感恩，尊重他人，提高了个人精神境界。在前往瑞昌市南阳乡实践过程中，志

愿服务队结合专业特色，拍摄纪录片等影像作品来配合当地荷花节宣传，在协助荷花节顺利

开展的同时，在实践中巩固和提高了自身专业能力，还发现了自己知识和能力结构上的缺陷，

助其自觉去不断追求新知与科学精神。 

学生党员也更加积极主动的去学习专业知识及其他技能，在实现个人价值的过程中理解

社会价值，创造社会价值，对党的认识逐渐深入，明白了学生党员要抱有服务社会、服务人

民的意识，从而入党动机也相对更为先进纯洁。入党积极分子为其他同学树立了先锋模范，

使得党员这一形象在学生之间更加光辉起来。同时，学生在实践过程中深入理解党为人民服

务的宗旨及对人民负责的原则，其爱国主义思想、自身社会责任感与为人民服务的意识也不

断增强。 

5.2激发了新闻与传播学院党支部的能量和活力 

志愿者服务制度的切入为推动高校学生党建工作发展提供了一种全新有效的机制和方式
[5]。党支部开展的各项活动得到了群众的拥护，在校园和社会上形成强大的感召力。在志愿

者服务工作的影响和带动下，学院新确定的入党积极分子们不仅在各种公益类活动中表现优

秀，而且还在班风学风建设、学生工作、各类学术科技竞赛中展露头角。党支部开展的各项

活动，以入党积极分子为代表积极参与，营造了积极活跃、你追我赶的学院氛围。同时，新

闻与传播学院党支各部充分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大胆组织开展丰富多彩、形式新颖的党员

教育实践活动，增强党组织在高校学生中的吸引力，增强学生党员教育的实际效果，为学校

学生党建工作带来新的能量与活力。 

5.3青年志愿服务活动蓬勃发展 

在入党积极分子投身社会志愿服务的过程中，青年志愿者队伍团队不断扩大，各类志愿

活动组织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服务效果显著，受到校级志愿组织及社会服务基地的认可。

学院以每周一次志愿活动为期，广泛吸收入党积极分子参与志愿活动。服务期间，入党积极

分子主动带头参与志愿服务活动，发挥自身先锋模范作用，积极传播青年志愿者奉献理念，

努力为志愿服务事业而奋斗，促进了青年志愿活动的蓬勃发展[6]。 

6．结束语 

江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党支部大胆创新，以志愿服务制度为抓手, 探索入党培育

模式的转变，二者的融合既是推动学生党建工作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也为当代大学生走进

社会、为今后成为国家栋梁打下铺垫。广大入党积极分子和学生党员通过定期参与志愿服务

工作，增进了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的理解和认同，同时也学会

了帮助他人、回报社会，在服务他人的过程中提升自身境界，增强了为人民服务的党员意识。

这一模式的转变，势必助力高校学生党建工作获得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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