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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高等院校校园内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是在高等院校校园内强化党性教育,探究增
强大学生党员教育与管理活动的有效途径,着力提升高校大学生党员的党性素养,确保高校大学生党性
培养效果显著,为我国党组织培养高级管理人才,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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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一做”的学教活动,能有效促进大学生党

习工作,以老党员带动新党员,认真组织

高等院校是我国教育体制下培养高

员党性素养的培养。高校党委要教育大

新生学员学习“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

级人才的主要阵地,高等院校的大学生

学生党员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让他

动,对他们进行常规化学习教育活动,要

党员是大学生中的先进力量,是我国党

们意识到自己肩负着一名中国共产党员

明白成为一个优秀党员必须加强党性学

组织的人才储备库。关注高校大学生党

的伟大使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

习教育活动,特别是认真学习领悟“两学

员的党性成长教育问题,有利于树立他

校园党委还要成立大学生党员小组,召

一做”活动教育意义。

们正确的党性观念,帮助他们完善自己

开小组会议,传达中央学习精神,要在

的人生观、价值观,要让他们知道自己是

“两学一做”的学习氛围中开展系列党

2 高校大学生党员教育活动中
存在的问题

社会主义事业的中坚力量,他们的党性

建活动,在校园内制作党建专栏,召开大

高校党委要将“两学一做”学教活

素养高低直接关系着祖国的未来。

学生党员会议,向他们传达“两学一做”

动贯彻到平时的教学活动中去,要找出

学习精神,为大学生党员答疑解惑,提升

高校大学生问题趋势,找出大学生党员

他们的党性素养。

平时做得不太好的地方,要带着问题去

随着“两学一做”活动的深入开展,
高等院校也应该紧跟党的步伐不掉队,
切实领悟“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的

高校要加强大学生党员的学习思考

思考,针对问题有目的性地去改,找出一
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不留一处隐患。

精髓,切实将高校大学生“两学一做”的

意识,让他们转变观念,加强“两学一做”

学教活动落到实处,努力提高他们的思

理论学习,让他们意识到只有认真学习

想认知,使他们能成为一名优秀的中国

党的有关文件精神并加以领悟,要严格

共产党员。

以一个党员的身份来要求自己,养好良

1 “两学一做”活动中加强高
校大学生党性素养的教育意义

好的学习习惯和正确的人生价值观。教

一直比较注重发展新生党员前的动员活

育他们要时刻发挥好中国共产党的先锋

动,注重对他们的考察、培育,而不太重

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两学一做”学

模范作用。在校期间要积极参加各项党

视新生党员的党性教育和管理,没有一

习活动是深化党内教育,加强党员思想

性活动,加强组织管理能力,发挥管理才

套完整的培育制度链。新生党员在发展

政治教育的重要学习手段。党的作风建

能,发扬我党优良传统,在日常学习生活

前,需要经过填制入党申请表、党员推

设是从严治党的根基。现在在全党范围

中时刻以一个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荐、成为入党积极分子再到成为发展对

内轰轰烈烈开展的“两学一做”学教活

乐于帮助他人,发挥一名共产员的先进

象和政治考察,考察标准和时间都很严

动,是改变党的思想作风,推进党性素养

模范作用。

格,但在大学新生成为预备党员后,高校

活动常态化、制度化的重要举措。

2.1重视发展,轻视教育活动,再教
育意识淡薄
高校党委在大学生党性教育活动中,

为了将党性教育贯穿到整个高校党

党组织往往轻视了对他们的党性再教育

我国的高等院校作为党培养新生力

员活动中去,将“两学一做”活动落实到

活动,致使他们思想开始放松,认为已经

量和接班人的重要场所,通过加强“两学

底,高校党委要注重发展新生党员的学

加入党组织,不必再严要求了,党性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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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滑坡,入党前后反差极大,对于他们
今后的党性素养修为是有很大影响的。
2.2高校大学生党员理论修养不够

3.1对“两学一做”活动进行创新,
加强学习效果

学于教,互帮互进。同时开展党员之间的
监督管理,让广大学生群众参与到对学

在高校持续开展的“两学一做”活

生党员的监督之中,召开民主测评会,开

党员的理论修养是发挥党员先进性

动中,要找出新的教育方式,研究新的党

通信箱等方式,认直听取学生群众对高

的最重要部分。现在的大学生党员往往

员学习途径。第一,要引领大学生党员努

校党员的意见,对于学生群众提出的意

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了解不多,对

力学习党的历史事迹,对于党的先进模

见和建议进行整顿督查,有效改进。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理解不够,对于党员

范事迹要有所了解,找出他们所熟悉的

第三,高校大学生党员之间认真开

应该紧密联系群众更是不够理解和明白,

先进人物典型,将他们请到学校进行党

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活动。在平时的“两

平时只注重学业学习,不太重视加强党

员宣讲,以真实事例鼓励他们,加强他们

学一做”学教活动中,为了永葆党的先进

的政治理论学习,不太关心时事政治,对

的爱国爱党意识。在平时的学教活动中,

性,我们要常规性的审查自己平时学习

于高校党委组织的党性教育活动往往也

除了认真学习“两学一做”活动的文件

生活中的言行举止,找出自身问题,并虚

是流于形式,走过程,事后也不主动加强

精神,还要利用多媒体多多播放红色影

心听取群众意见,查找不足,努力改进。

学习,所以造成他们党性修养不够,理论

像资料,将党性教育贯彻到每一次的学

3.3树立良好品德,积极发挥党员先

素养不够扎实,党员理论修养亟待加强。

教活动中去。

2.3党性教育活动形式单一,创新意
识不够

进模范作用

通过,利用新的网络平台,减少学习

青年大学生,是培养正确价值观的

时间和地点限制,让学生党员随时都能

最好时期,如何培育良好品德,与大学生

目前,高校大学生的党性教育活动

学习“两学一做”文件精神和党性教育

以后的职业生涯息息相关。高校党组织

主要还是以传统的党的政治理论、政治

知识,并在网络平台上对他们进行指导,

学习好“两学一做”学教活动,要把指导

路线、党员会议、专家讲座、会议讨论

答疑解惑。将学教活动与大学的教学活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党性教育活

等教育方式为重,形式单一,党员活动场

动相融合,在加强大学生党员平时教育

动贯穿教学活动始终,积极发挥党员的

地也小。教育模式主要以集中学习党的

的同时,还要落实好他们学习的实际效

先进模范带头作用,勇担责任,乐于奉献,

文件精神、领导讲话、党员之间讨论交

果,不走形式,真正将“两学一做”学习

为广大大学生带好头。

流为主,这种模式没有创造力,新颖度不

教育活动落实到实处。

够,吸引力一般,大家学习都跟走过场似
的,流于形式,学习效果不好。还有学习
内容也只是文件的宣读,学习笔记的交

3.2严格遵守党的规章制度,切实做
好党员党性修为管理
中国共产党的规章制度是从严治党,

3.4要做到思想与行动一致,永葆党
性始终如一
在高校加强“两学一做”活动,是
为了培育合格党员打下坚实基础。要成

流,与实际学习生活脱轨,没有实际思想

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心血

为一名真正合格的共产党员,必须在行

意义,形成不了好的学习效果。

结晶,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党性如一

动上始终如一。坚持学以致用,全心全

的致胜武器,全体党员必须严格遵守,认

意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好务,努力做到成

真执行。

为一名“四讲四有”的优秀共产党员。

2.4高校大学生党员的先锋模范带
头作用不强
高校的大学生党员,必然是高校大

第一,我们要在平时的党性教育和

知行合是是古人的哲学精髓。高校大学

学生中的突出分子,积极分子,理所当然

党员活动中,始终将党的规章制度学习

生作为党的新生力量,要知行合一,以

应该在平时的学习工作中发挥党员的先

放在首位,广大党员在思想和行动上必

科学的理论武装自己的头脑,内外合一,

进模范带头作用,带领其他同学一起向

须跟党中央保持一致,时刻将群众放在

将“两学一做”学习成果体现在实际行

前。可是一部分大学生党员加入中国共

心中,努力成为人民的公仆,加强党性修

动中,以实际行动践行党性修养,在党

产党带有一定的目的性,当加入党组织

为锻练,增强思想道德品质教育,不做对

性修为道路上始终如一,永葆共产党员

后,就认为目的达到,万事大吉,学习生

党无利的事,不做抹黑党的事,成为一名

的先进性。

活恢复到以前,甚至表现还不如周围同

真正优秀的共产党员。

4 结语

学,学习成绩不太用心,党员工作也不再

第二,健全完善高校党组织相关规

综上所述,随着“两学一做”活动的

积极,没有什么表率作用,更不论发挥党

章制度,加大党性教育管理。在平时的

不断开展,党组织对于我们的党性修养

员模范带头作用了。就是有些表现稍好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中,将不完善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校大学生作为党

的新生党员,也只是机械化跟进,没有创

的规章制度进行修订,定期开展党组织

的新生后备力量,更要加强对他们的党

新的主动意识,发挥不了党员的先锋带

民主生活,加强党性理论知识学习,努力

性素养教育,既加强了他们的党员素质,

头作用。

学习领会“两学一做”有关文件精神,

也坚定了我党形象。我们在高校“两学

3 高校党组织要加强“两学一
做”学教活动管理,制定有效措施

对于重点问题进行探讨,加强大学生党

一做”活动中,既要做好大学生党员的文

员之间的交流学习,让大家寓学于乐,寓

化知识教育,又要加强大学生党员的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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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
、
“生理力劳动”相对,体力劳动是劳动者以运动系统为主要运动
器官的劳动。高校是培养接班人和建设者的主阵地,能否把体力劳动教育开展好,关系着大学生的劳动精
神面貌、劳动价值取向和劳动技能水平。受家庭、学校、社会等因素影响,部分大学生不热爱劳动、不
尊重劳动、不会劳动甚至歧视体力劳动现象。笔者以问题为导向,通过网络调查,从劳动价值观、劳动教
育本质、劳动教育体系和家校共育示范等方面综合分析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以期为高校改进和加强大
学生体力劳动教育提供一些参考。
[关键词] 高校；大学生；体力劳动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劳动,是人们为了创造使用价值以
满足物质和精神需要而对体力和脑力

活劳动、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让学
生动手实践、出力流汗。

[3]

质量。芬兰则一直较为注重开展培养学
生生存技能的劳动教育,因此,芬兰在中

1 国外开展体力劳动教育情况

小学阶段会开设很多与劳动教育相关的

了人本身。” “体力劳动”与“脑力

不同国家对体力劳动教育有不同的

课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技术课、纺

劳动”、“生理力劳动”相对,体力劳动

理解和侧重,如美国社会的劳动教育以

织课和家庭经济学课程。

是劳动者以运动系统为主要运动器官

生计教育为特色,主要通过校内与校外

的劳动。马克思在 1866 年11月12日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校内劳动教育以开

2 新时代高校大学生开展体力
劳动教育存在的问题

《致弗朗斯瓦·拉法格》中提出：“体

设生产、劳动等内容的必修课程为主,

劳动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内

力劳动是防止一切社会病毒的伟大的

其目的是让学生通过生计课程的学习,

容,是学生成长的必要途径,具有树德、

消毒剂。” 2020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

了解并接触社会形形色色的职业,以教

增智、强体、育美的综合育人价值。[3]

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

育引导学生能根据自身兴趣、资质与特

大学生是国家的希望和民族的未来,使

教育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指出,

长,学习到一种或多种职业技能,得到一

命与担当要求青年一代吃苦耐劳、辛勤

劳动教育要符合学生年龄特点,以体力

定的锻炼。德国的劳动教育主要体现在

耕耘、艰苦奋斗、砥砺奋进,但近年来一

劳动为主,注意手脑并用、安全适度,

重视家政课的教学实践,以教会学生如

些大学生出现了不珍惜劳动成果、不想

强化实践体验,让学生亲历劳动过程,

何生活作为劳动教育的基础和目标。学

劳动、不会劳动的现象,在劳动表现中更

提升育人实效性。同时指出实施劳动教

生不仅需要学习和掌握烹饪、清扫等劳

是拈轻怕重、好逸恶劳,劳动情怀淡薄,

育重点是在系统的文化知识学习之外,

动技能服务于家庭生活,还要学习家庭

不热爱、不尊重劳动的现象,劳动的独特

有目的、有计划地组织学生参加日常生

美德、理财、营养知识等常识,提高生活

育人价值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劳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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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耗费。恩格斯明确指出：“劳动创造
[1]

[2]

性修养教育,增强他们学习“两学一做”
活动积极性,以更高的要求来提升自己,
向先进党员队伍靠拢,努力做新时代的
优秀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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