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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entral Committee and State Council’s Opinions on Further Strengthening and 

Improv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other programmatic documents clearly put forward to 

improve the professionalism and specialization level of Counselors. So counselors should base themselves upon own job, pay 

attention to actual effect, innovate carrier, enhance learning, take ‘strengthening morality’ as the fundamental work, strengthen 

the intrinsic development,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network as the main channel, rose the work of counselors as a science, and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professionalism and specialization level on counsel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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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等各类纲领性文件明确提出要提高辅导

员队伍专业化、职业化水平。为此，辅导员应该立足本职、注重实效、创新载体、加强学习，将“立德树人”作为工

作的根本、强化工作的内涵式发展、充分发挥网络主渠道的作用、将辅导员工作上升为科学，不断提升辅导员队伍的

职业化和专业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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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的意见》[1]明确指出“要统筹规划专职辅导

员的发展。鼓励和支持一批骨干攻读相关学位和业务进修，

长期从事辅导员工作，向职业化、专家化方向发展。”《高

校辅导员职业能力标准（暂行）》[2]的颁布也旨在“进

一步加强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推进辅导员队伍专业化、

职业化发展，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质量。”但是，

各个高校落实辅导员队伍建设的相关文件的情况参差不

齐，甚至有部分高校仅将辅导员作为学生的“保姆”、

“管家”等。为了更好的思考如何提升辅导员队伍的职业

化和专业化水平，笔者仔细学习和研究了中央十六号文件、

教育部24号令[3]、《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标准（暂行）》、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

意见》[4]、十八大报告[5]等各类纲领性文件，分析了当

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形势、新问题，结合辅导员工作

的实际特点和问题，探讨了辅导员队伍专业化和职业化提

升的四大切入点，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分析。 

2.立足本职，将“立德树人”作为工作的根本任

务 

党的十八大提出，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

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对坚持育人

为本、德育为先提出更高要求，深化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的重要地位，精辟的回答了“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

这个根本问题。 

2.1．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 

《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标准（暂行）》（以下简称《标

准》）中对辅导员进行了定义，明确指出“辅导员是开展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是高校学生日常思想政

治教育和管理工作的组织者、实施者和指导者。辅导员应

当努力成为学生的人生导师和健康成长的知心朋友”。[2]

因此，辅导员更要将“德育”作为工作的首要任务。在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教育融入到学生教育管理的全过程，对大学生进行理想

信念教育、文明道德修身教育，引导广大学生树立高尚的

道德情操，养成文明的行为规范，建立积极的人生态度，

使其成为对民族、社会和未来富有强烈责任感、具有较高

道德品质的精英人才。为此，辅导员要在不同层面开展道

德教育。 

充分发挥党组织优势。在学生党员中开展党员形象示

范工程，坚持以学生党员为点，以学生党支部为线，以积

极分子和全体学生为面，通过科学全面的培养体系，开展

“红色理论先锋营”等模式，学习党的纲领性文件和政策，

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贴近青年特点的理论学习，

坚定学生党员的政治思想。 

着重培养团学干部群体。团学干部是学生中的精英和

代表，辅导员应该着重对其进行道德教育。为此，应该在

学生干部中通过开展三级团校培训，着重建设青马工程，

加强对学生干部的培养和引导，使他们树立崇高的理想，

培养他们高尚的道德情操。 

拓宽学生道德教育的渠道。在学生中开展道德修身教

育，以《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6]为准则，大力宣扬

“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

的二十字基本道德规范，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

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和谐校园 你

我共建”道德修身活动月、“廉洁在我身边”短剧大赛等

各类主题教育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学生认识到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认识到每

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认

识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2.2．培养大学生的综合素质 

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深化教育

领域综合改革，着力提升教育质量，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

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5]这也为辅导员工作提出新挑

战，要求辅导员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的同时，也要注

重“树人”，提升大学生的综合素质。 

辅导员在开展学生培养的过程中，不仅要引导学生夯

实基础，更要激发学生谋划和引领社会发展的责任感和追

求，在学生中开展班会、征文等责任担当主题教育，在校

园文化、社会实践渗透责任担当的精神内涵和道德尺度，

并将之转化为勇担责任、服务社会、关爱他人等实际行动；

教育引导学生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注重培养学

生的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创新品质，坚定创新信念；推

进实践育人工作，引导学生在实践中发现新知、运用真知，

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增长才干，不断提高实践能力、

创新创业能力。[7] 

青年时国家的未来，是民族的希望，青年兴则国兴，

辅导员一定要抓好“立德树人”这个根本，不断提高自身

工作水平，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落实、落小、落细，

使其深化到大学生的眼中、脑中和心中，并真正成为学生

的行动指南。 

3．注重实效，强化工作的内涵式发展 

党的十八大明确指出，要“推动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

展”，确立了新的历史时期高等教育科学发展的方向。“内

涵式发展”是以事物的内部因素作为动力和资源的发展模

式，表现为事物内在属性的发展，如结构协调、要素优化、

质量提升、水平提高、实力增强等。归根结底，高等教育

的内涵式发展应当是以提高质量为核心。[8]围绕这一战

略部署，辅导员要进一步深入思考，如何进一步提升自身

的工作质量，实现内涵式发展。 

作为一名高校辅导员，日常工作繁杂、琐碎，涉及到

大学生奖学金评比、困难生认定、助学金发放、学业指导、

班级管理、党员培养、特殊问题处理等方方面面，在高等

教育向内涵式发展的今天，辅导员也应该从被教育者的实

际出发，建章立制，坚持导向性、科学性和操作性，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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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体等各类信息化手段，不断简化工作流程，不断提升

工作质量，提高工作的科学化水平。 

3.1．坚持“以学生为本”，增强教育手段的针对性 

十八大报告提出“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以人

为本、执政为民是检验党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为

此，辅导员必须把“以人为本”作为工作的最高标准，坚

持“以学生为本”，研究受教育者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特

点，不断改变教育手段，采用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如：

团体辅导、网络思政、文体活动等各类方式，增强教育的

针对性。 

3.2．坚持“化繁为简”，推进教育方式的精细化 

辅导员经常会沉没在繁杂、琐碎的工作之中，占用大

量的时间和精力，使辅导员不能够沉下心思考工作，一定

程度上限制了辅导员工作的质量。为此，如何“化繁为简”，

使辅导员从繁琐的事务性工作解脱出来便成为思政工作

者思考的重要问题。通过多年探索，笔者认为可以将学生

的基本信息、评奖评优系统、助学系统、学业系统纳入到

统一的数据库之中，采取信息化方式提升工作效率；可以

将每项工作进行系统化梳理，尝试从精细化入手，将教育

融入到细致的服务和关爱中去，增强辅导员工作质量，推

进辅导员工作内涵式发展。 

3.3．坚持“成才导向”，注重教育效果的实效性 

帮助大学生成长成才是辅导员工作的重要目标，为此，

辅导员要不断提升自身的工作水平，在明确目标、改进方

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教育效果的实效性。通过问卷、访

谈等形式反馈学生对于辅导员工作的认可度和需求度，通

过学生的毕业去向、未来发展轨迹等方式反馈辅导员工作

的效果，使辅导员思考自身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调整思路，

结合学生成长的实际情况，提高自身工作质量，不断推进

工作的内涵式发展。 

4．创新载体，充分发挥网络主渠道的作用 

当代大学生成长于互联网快速发展的时代，网络已是

高校学生获取社会信息的主要渠道和休闲娱乐的重要途

径。“每日必网”“、无网不在”已成为当前很多大学生

的生活写照。大多数学生能够遵守网络道德，但仍有相当

一部分学生沉迷网络游戏、传播不良信息等，影响了学生

身心健康和成长成才。为此，辅导员要坚持“趋利”与“避

害”相结合、“管理”与“疏导”相结合、“教育”与“服

务”相结合，主动占领网上思想文化阵地。 

一方面，引导学生关注网络主阵地。积极引导学生加

入到“中国大学生在线”、“辽宁省大学生在线联盟”“大

工新闻网”等主流教育阵地，通过学生党支部、学生团支

部、学生社团、团学组织等在主流阵地上建立团队博客、

微信公共平台等方式，鼓励学生们向湖南大学团队博客

“金大团”博客学习，增强学生们对主阵地的关注度，潜

移默化对学生们进行思想教育。 

另一方面，提高自身的网络工作能力。在大学生在线

联盟上建立辅导员博客，不断提升自身的写作、摄影水平，

发表网络思政博文，发布或转载优秀散文、诗歌、摄影、

微电影等文学、艺术作品，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同时，

充分利用学生喜闻乐见的QQ、微信、微博等形式对学生进

行“网络春雨”、“网络家访”，将网上、网下工作有机

结合，充分利用重大节庆日和纪念日加强网上主题教育，

把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融入大学生网上生活，开创大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网上、网下互动、互补的良好局面，努力实现

全方位育人。 

5．加强学习，将辅导员工作上升为科学 

《标准》中明确规定了辅导员需要掌握的基础知识和

职业知识，对辅导员的职业能力标准进行了明确规定，为

此，辅导员要紧密围绕《标准》的相关要求，不断的提升

自身水平，结合自身工作实践，加强理论学习，将零散的

工作系统化，将粗浅的认识深刻化，努力向专职业化、专

业化的思政辅导员迈进。 

一是要着力研究受教育者的特点，把握思政教育的规

律。作为一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首先应该结合受教育

者所在的国内国际环境和成长的时代背景，了解并掌握受

教育者在学业、心理、就业、规划、素质提升等方面的特

点，通过问卷调查、案例分析等方式开展研究工作，以更

好的提升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二是要着力研究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中的前沿问题。订

阅《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思想理论研究》等思想政治

教育领域内比较权威的核心期刊，定期查阅中国期刊全文

数据库的一些经典文章，及时学习和掌握党和国家的相关

政策，了解和掌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难点、热

点和前沿问题，并结合自身的工作实际深入开展理论，并

注重将研究成果转化应用。 

三是要不断丰富自身的知识结构。学习和掌握马克思

主义理论学科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重要理论，同时积极

学习哲学、政治学、管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方

法和知识，以跨学科的视野研究辅导员的实际问题，强化

问题导向，不断完善自身的理论基础，为实现工作的科学

化和专业化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9]
 

6．结论与建议 

当前国际的政治、经济格局处于一个大调整、大变革

的重要时期，各种社会思潮和社会矛盾对学生的思想影响

和干扰比较多。这为辅导员工作提出了新要求、新呼唤和

新使命，辅导员要适应潮流，不断学习，强化工作内涵式

发展，不断提升队伍的职业化和专业化水平，为培养社会

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贡献力量。[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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