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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辅导员理论素养现状与提升途径研究
——以湖南省辅导员素质能力大赛理论考试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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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辅导员素质能力大赛是检验辅导员职业知识与理论素养的重要途径,从湖南省2018年素质能
力大赛复赛理论考试情况来看,专业知识和法律法规是考查的重点和难点,辅导员掌握情况良好,基础知
识需加强。通过调研与访谈,聚焦辅导员自身,从树立学好理论知识的信心、将日常工作转化成理论运用
的练兵场,以及聚焦兴趣点,深入理论学习与研究,形成个人特色三方面探讨了理论素养提升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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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

人,通常各高校根据实际情况选派本校

内容不尽相同,本科组难度高 于高职

定》将“思想理论教育和价值引领”作

理论素养较高的辅导员替换随机抽取中

高专组。

为辅导员的工作职责之首,高校学生思

相对较弱的一位,因此研究对象具有代

想政治工作是一项实践性很强的工作,

表性。

本科组参赛高校36所,参赛人数108
人,有效答卷107份,70－79分18人,占比

需要以扎实的理论知识为基础。目前,

职业能力是辅导员理论素养的重

16.82%,80-89分6人,占比5.61%。高职高

国内外、校内外、课堂内外诸多变化和

要组成部分,职业知识是辅导员解决问

专组参赛高校70所,参赛人数210人,有

影响,思想政治教育迎接挑战,与一般专

题能力的基石,分析辅导员职业知识掌

效 答 卷 197 份 ,70-79 分 31 人 , 占 比

业教育和课堂教学有所不同,思想政治

握情况,是掌握辅导员理论素养现状的

15.74%,80-89分32人,占比16.24%,90分

教育更贴近实际、贴近社会、贴近问题,

重要途径。根据《高等学校辅导员职业

以上2人,占比1.02%。整体而言,我省辅

不仅有知识和现实困惑,也有价值和情

能力标准(暂行)》要求,辅导员职业知

导员对职业知识了解和掌握情况良好,

感困惑,学习需求更加广泛多样,问题、

识分为基础知识、专业知识和法律法规

在基础知识、专业知识、法律法规知识

兴趣和价值观引导更加驳杂多元,情境

知识,大赛40道题覆盖以上知识面,集

三大方面具体掌握情况不同,具体情况

化思维也更加明显广泛,作为高校德育

中考察了辅导员对职业能力相关知识

如下：

工作第一线的组织者与实施者,辅导员

掌握程度以及理解分析信息和解决问

2.1基础知识掌握情况

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起着举足轻重

题的能力,题型包括填空题(10道共20

基础知识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哲

的作用。面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大思

分)、判断题(10道20分)和不定项选择

学、政治学、教育学、社会学、心理学、

政”新格局的新要求,辅导员自然须具备

题(20道60分)；考试时间30分钟,需要

管理学、伦理学、法学等学科的基本原

良好的理论素养。

辅导员平均在45秒完成一道题,对辅导

理和基础知识。在大赛中本科组涉及该

1 研究对象

员职理论素养的储备量和掌握的精准

知识点有一道判断题(正确率57.8%),两

课题的研究对象是2018年湖南省辅

程度都有着很高的要求,能教全面反映

道不定项选择题,其中关于“一个民族要

导员素质能力大赛(以下简称大赛)本科

辅导对职业知识的了解掌握程度,研究

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

组、高职高专组复赛理论考试情况。大

对象具有研究性。

有理论思维”出自哪里？正确率不足

赛覆盖全省106所高校,各高校三位参赛

2 研究对象分析

60%。高职高专组涉及该知识点一道填空

代表由组织方在全省辅导员中随机抽取,

大 赛 复 试 阶 段 ,本 科 组 和 高 职 高

题、一道不定项选择题,正确率均在70%

专 组 题 目类型与考试时间一样,试卷

以上。由大赛可见,基础知识范围广、内

各高校可自选一人替换随机抽取中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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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多,需要对辅导员进行系统培训与学

等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知识,网络

的是判断题,其次是填空题,失分率最高

习,帮助做到知识储备宽广。

思想政治教育相关知识,危机事件、突发

的是不定项选择题。其中,填空题满分本

2.2专业知识掌握情况

事件应对与管控的相关知识。这是大赛

科组1人、高职高专组填2人；判断题满

2.2.1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基本理论、

理论考试的重点范围,本科组40分,高职

分本科组5人、高职高专组6人；不定项

高专组45分,其中涉及党的创新理论教

选择题51分及以上,本科组1人、高职高

该知识点包括思想政治道德观教

育相关知识本科组15分、高职高专组21

专组21人。

育、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思想政治教

分,也是大赛中得分最高的知识点。其中

育史、思想政治方法论、思想政治教育

“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

通过走访、电话和微信访谈湖南省

心理学和心理健康教育相关知识与技

思想政治工作从根本上来说是做人的工

部分高校辅导员和学生工作处(部)工作

能、比较思想政治教育。本科组涉及判

作,必须围绕学生、关照学生,服务学生,

人员,调研显示：部分辅导员没有自主、

断题1道、不定项选择2道,考察点有马斯

不断提高学生()A.思想水平B.政治觉

自觉开展理论学习的习惯,被动进行理

洛需求理论、教师辅导在学生心理健康

悟 C. 道 德 品 质 D. 文 化 素 养 E. 专 业 技

论学习的居多,学习的主要通道是参加

中的作用,和辅导员职业守则,答题准确

能”。这道不定项选择题,准确率41.12%,

讲座、沙龙和考试等；究其原因,一方面

率达88%以上；高职高专组涉及一道不定

分析原因,78%多选了“专业技能”；其

琐碎繁忙的日常工作导致无暇顾及理论

项选择题,考察点要求理解“教育机智”

中“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

学习；另一方面缺乏理激励机制,学与不

反映出教师劳动的创新性特点,答题准

人才培养体系涉及学科体系、教学体

学、加强学习与应付学,在日常工作效果

确率不足50%,原因是多选了复杂性或主

系、教材体系、管理体系等,而贯穿其

上区别不明显,另外,考核指标多限于是

动性。本科组不定项选择题“教育部《关

中的是思想政治工作体系。”近70%未答

否开展相应教育活动,至于怎么开展、开

于“十三五”时期高等学校设置工作的

出“教材体系”。

展的效果、理论素养高不高,考核指标与

基本知识、基本方法

3 理论素养提升途径研究

意见》指出：以人才培养定位为基础,

2.3法律法规知识掌握情况

体系尚不完善,部分辅导员认为学不学

我国高等教育总体上可分为()等类型。

这也是大赛的考察重点,本科组20

都一样。

A.教学型B.研究型C.应用型D.职业技能

分,高职高专组24分。内容覆盖了教育部

曲建武在《辅导员要提升自己的理

型”准确率28.43%,原因是多选教学型或

43号令中关于辅导员工作职责范畴(填

论修养》中结合实践经验阐述加强理论

漏选研究型。

空题,本科组正确率85.05%,高职高专组

修养的必要性,刘建军在《辅导员如何提

84.26%)、教育部41号令中学生应征入伍

升理论素养》从开阔胸襟和眼界、研读

规定(本科组判断题正确率98.13%、高职

经典著作、关注理论研究进展和善于向

高专组不定项选择题准确率95.33%)、

“高人”请教四个方面进行了深入浅出

社主义理论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教师资格条例》中撤销教师资格的内

的论述,引人深思。通过阅读历年全国辅

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共产党党

容(不定项选择题,本科组正确率

导员年度人物事迹,和访谈以及对笔者

史等,大赛中重点考察了社会主义核心

62.62%)、《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中

所在学校一线辅导员的问卷调查,聚焦

价值观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学校和学生的责任范围(不定项选择题,

辅导员自身,对提升理论素养的途径有

的相关知识点,具体涉及党的十九大报

本 科 组 正 确 率 88.79%, 高 职 高 专 组

以下三方面的思考。

告、十九届三中全会中,以及建军90周

67.89%)、
《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

年、建党96周年中国家领导人发表的重

中认定考试舞弊的情节(不定项选择题,

心。辅导员专业背景多元化,入职前没有

要论述,该知识点准确率在70%以上,掌

本科组正确率93.46%,高职高专组2道不

系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学习,导致理论知

握情况良好。

定项选择题分别81.73%、83.76%)、《中

识不成体系、基础相对薄弱。在访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关于年龄规定(判

多数导员反映需要学习的理论涉及多个

断题,高职高专组正确率44.67%)、
《中华

学科和领域,千头万绪,无从下手,理论

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关于教师聘任

知识严肃枯燥,自学起来难以消化,没有

程序等内容。

学好理论信心。调研表明,近87%的辅导

2.2.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关理论
及知识
该知识点大赛中涉及到了中国特色

2.2.3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
务相关知识
该知识点包括党的创新理论教育相
关知识,大学生党团、班级建设的相关知

一是牢固树立学好理论知识的信

2.4题型得分情况

员表示,辅导员素质能力大赛起到了督

困难资助,奖罚管理等学生日常事务管

大赛三个题型,本科组和高职高专

促理论学习的作用,诸多在大赛中获奖

理内容、知识,校园文化建设,社会实践

组都呈现一个特点,及格分数人数最多

的辅导员表示,通过大赛尝到了学习理

识,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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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知识的甜头,通过备赛也感受到有无

班会等教育活动,还有“三下乡”、校园

长成才之路任重道远,唯有书山为路、学

理论支撑进行理论宣讲、案例解答和谈

文化活动、志愿者服务活动等实践型教

海为涯,提升理论素养,打牢基础,方能

心谈话,高度是不一样的,艺术性是不同

育活动,这些都是开展大学生思想理论

有力砥砺前行。

的,这坚定了理论学习的信心。这一点在

教育和价值引领的重要渠道,同时也是

[基金项目]

科研型辅导员身上体现的更为突出,扎

运用和实践理论的好时机,这些机会需

湖南省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提升工

实、丰盈的理论知识,既能指导具体课题

要“以情感人”,要“以行导人”,但这

程资助项目,南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研

和项目的研究,也能帮助在日常工作实

些都离不开“以理服人”,否则科学性就

究课题18C07,南工业大学大学生思想政

践中总结经验和规律。知识就是力量,

没有保证。

治教育课题2018A05。

要提升理论素养,首要任务是坚定学习

三是聚焦兴趣点,深入理论学习、深

的信心,内心有了坚定的目标,脚下自然

入 理 论 研究,形成个人特色。调研显

会走出一条路。

示,83.27%的辅导员表示在工作4-5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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