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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高职生就业指导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关
系着高职生未来的人生发展与今后的前途命运。在就业形势较为严峻的今天,做好高职生的就业思想政
治教育显得尤为重要,它是更好地促进高职生就业的基础,是稳就业、高质量就业的保障。高职院校可通
过组建思想觉悟高、工作能力强的辅导员团队；将思政元素融入专业课教学,调动学生积极性；办好职
业教育活动周,推进“三全育人”格局；关注重点人群,“扶困”与“扶志”相结合；加大创新创业教育
力度等途径,为高职生就业思想政治教育保驾护航。
[关键词] 高职生就业；思想政治教育；实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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