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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智能科技学院直属党支部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党建+”工作模式,
以“5·2·1”为特色,以两化建设、两个自觉、两个阵地、两个身份和两支队伍五个方面为方法路径,
以提升基层党支部组织力为一个目标,旨在充分发挥基层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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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Path of Improving the Organizational Power of Grassroots Party Branch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Rong Chang Qian Chen Xiyue Zhang Maiyue Liu Yuan Yao
Tianfu College of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Party branch directly under the School of Intellige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Tianfu College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 building +” working mod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5.2·1”, and the five aspects of
two construction, two consciousness, two positions, two identities and two teams as the method path, it aims to
improve the organizational strength of the grassroots Party branch,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fighting fortress role
of the grassroots Party branch.
[Key words] new era; Party building +; organizational strength; comparation and competition; improvement
前言

结合,与二级学院管理相结合,与产教科

活实效、促进党支部的凝聚力、向心力

按照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党的

研相结合,强化学校基层党组织向立德

和创造力提升为目标,探索改进和创新

组织路线,坚持培育为基、重在建设、典

树人和教学科研一线延伸,实现组织全

组织生活,激发支部组织力。

型引领、整体推进,以政治建设为统领,

覆盖,推动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相结合,

党支部积极构建“党建+”工作模式,

以质量攻坚为动力,以提升组织力为重

发挥政治功能,做到“心中有底、脑中有

做到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相结合,

点,以推动教育事业发展为根本,在推动

数、手中有招”支部更有活力。

与师德师风建设相结合,与教育教学管

高质量发展取得突破上争先,在全面从

1 党支部组织力提升的目标

理相结合,与产教科研相结合,与团队的

严治党呈现新气象上争先,为实现高等

持续开展“对标争先”建设计划,

集体智慧相结合,使党支部的工作向立

教育内涵式发展、落实立德树人提供坚

推进“样板支部”培育工程,健全高校基

德树人和教学科研一线延伸,在党支部

强组织保障。所在支部按照新时代高校

层党支部规范运行,持续建设标准化党

充分发挥作用中提升组织力,全面提升

党建“双创”工作重点任务指南,严格落

支部,切实加强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最终

人才培养的政治性、先进性、科学性,

实“七个有力”为抓手,以发挥基层党支

把提升基层党组织组织力落脚到围绕中

为推进学院教育教学和学生培养目标的

部作用为手段,规范开展组织生活为前

心、服务大局。

实现而确保方向的正确性。

提,以提升组织生活实效、促进党支部的

2 以“党建+”为工作模式,发
挥党支部整体服务功能

3 以“5·2·1”特色,多措并
举提升基层党支部的组织力

凝聚力、向心力和创造力提升为目标,
探索改进和创新组织生活,激发支部组

按照新时代高校党建“双创”工作

织力。党支部积极构建“党建 +”模式,

重点任务指南,严格落实“七个有力”为

两个自觉、两个阵地、两个身份和两支

做到党建与学生思政工作相结合,与师

抓手,以发挥基层党支部作用为手段,规

队伍五个方面为方法路径,实现提升基

德师风建设相结合,与教育教学管理相

范开展组织生活为前提,以提升组织生

层党支部的组织力为一个目标,充分发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以“5·2·1”为特色,以两化建设、

187

教育研究

Education Research

第 4 卷◆第 5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挥基层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

知识竞赛,打造“一院一品”；四要筑牢

生和党员双重身份,立足本职,亮出党员

3.1以“两化建设”为引领,提升党

队伍建设堡垒,严把教师课堂准入关、

身份,做好表率。第一,亮出党员身份,发

支部组织力建设。以标准化、规范化两化

教材选用关、教学纪律关,加强教学过

挥主人翁作用。无论在哪里,在知与行中,

建设为引领,优化了“党政合一议事决策、

程督导,确保课堂讲授内容健康、导向

以身作则,爱党爱国,爱校爱院,爱己爱人,

系部分工执行,全体教职工具体落实”工

鲜明、方向正确,加强学院文化阵地、

既要发现身边的榜样,又要努力让自己变

作体系。现设党小组2个,系部4个、横向

网 络 阵 地管理和宗教活动监督,发挥

为榜样,充满正能量。第二,亮出党员身份,

到边、纵向到底的管党治党体系,为高质

“教师”
“主力军”作用,守护“课程建

敢于担责,勇于奉献。在教育教学、科学

量推进从严治党工作提供组织保障。完善

设”“主战场”、进入”课堂教学““主

研究、学习实践等各个环节中,爱岗敬业,

了“支部书记第一责任、支委成员指导责

渠道”、唱响“立德树人”“主旋律”。

严以律己,攻坚克难,知责于心,担责于

任、党小组具体责任”责任体系。把支委

最后,严格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

行。第三,亮出党员身份,拥有集体荣誉

成员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加大党建和意识

加强入党积极分子培养教育,着力在优

感。党员教师领先做“四有好老师”,党

形态工作,健全管理制度,规范落实运行,

秀青年教师、海外留学归国教师中发展

员学生领先做“三好学生”,在广大师生

推进党支部工作样板化建设。丰富了“定

党员,加强推荐优秀团员作为入党积极

中亮出党员形象,争做表率,示范引领。

量考核、定性评价”考评体系。注重过程

分子人选,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提升党

考核与集中评议相结合,把年度考核、个

员发展质量,增强组织活力。

3.5以“两支队伍”为核心,培育党
建特色品牌。党建品牌建设培育需要政

人评先评优、绩效奖励相互结合,为争先

3.3以“两个阵地”为平台,发挥党

治素质过硬,创新能力过强、执行力过

创优和责任落地树立正确导向。以提升质

支部的发展服务功能。基层党支部发展

快的骨干队伍。一支是辅导员队伍。辅

量为基础,培育样板支部,以点带面发挥

建设的根本落脚点是服务师生,以所在

导员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线奋斗者、主

示范引领带动作用。

党支部为例,重点通过建立线下和线上

力军,是党建工作最得力执行者,将理

3.2以“两个自觉”为出发点,发挥

两个阵地来提升党支部的服务力。其一,

论学习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学生专业特

党支部的组织功能。首先,以思想自觉

以党员之家为线下阵地,以有形的场所

点和成长规律相结合,显性活动和隐性

和行动自觉为出发点,以提高政治站位

聚焦无形的思想,承载党支部每周每月

教育相结合,深化党建内涵,创新党建

为原则,以推进学院教育教学和学生培

的素质拓展活动、义工劳动、理论学习、

载体,丰富党建形式,充分发挥党建工

养为任务,切实贯彻落实中央、省委、

专题研讨、红色影片欣赏等活动,发挥党

作的思想政治教育功效。另一支队伍是

学校党委等重大决策部署文件的政治

建带团建促班建的作用。开展“我与祖

科研团队队伍。由各系部教学骨干、科

自觉,把学习宣传贯彻校上级文件作为

国,我与课堂”、“学习雷锋,筑梦军营”、

研能手,党员先锋联合组成一支想干、

重要 政 治 任 务 ,通 过 学 院 政 治 理 论 学

“爱国卫生,热血战疫”、“厉行节约,反

敢干和能干的科研队伍,是党建工作最

习、党小组研讨学习、防疫知识竞赛和

对浪费”、
“携手共进,齐心协力”
、
“学习

佳创新突破者,将专业知识和党建知识

演习、创先争优树典型等方式把文件精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等主题活动,

相结合,师德师风和党风教风相结合,

神传达到全体师生,做好文件精神的解

引领学生思想建设,坚定理想信念教育,

科研创新与实践服务相结合,实施党建

读,引导教师回归教书育人本职,引领

培养爱国主义精神。其二,以学院网站和

工作项目化,解决问题为导向,实践创

学生回归常识学习任务,提高思想自觉,

微信公众号(一网一微)为线上阵地,正

新接地气,整体提升基层党支部党建工

潜心提升学院内涵建设的行动自觉上

向引领舆论,优化网络育人环境,疫情期

作的科学化水平,提升基层党支部的持

来,全面提升人才培养的政治性、先进

间在微信公众号增加“学习之星”栏目,

久性活力。

性、科学性。其次,牢固意识形态工作。

每个课程每月评选表现优秀的学生,持

4 结语

一要筑牢思想意识形态阵地,明确责任,

续推进“智科星人物”,采访获得国奖、

综上所述,基于高校基层党支部党

意识形态工作与教育教学、师资队伍、

军训优秀学员的同学,为全院师生树立

建工作“一学院一特色、一支部一品牌”

管理服务和文化建设工作紧密结合,一

学习榜样,增加宣传工作的亲和力、渗透

的创新实践和经验积累,将基层党建工

同部署、一同落实、一同检查、一同考

力和影响力。展示学院教师团建风采和

作与学科专业建设相结合,以“党建+”

核,定期开展师生思想动态研判、专题

学生活动风采,拉近师生之间的距离,加

工作模式为着力点,以两化建设、两个自

研讨意识形态、谈心谈话,守好一段渠

强师生互动,传播正能量,服务学院发

觉、两个阵地、两个身份和两支队伍五

种好责任田；二要筑牢疫情防控安全墙,

展、服务广大师生。

条路径为重点,以提升基层党支部组织
力为一个目标,培育样板支部,典型示范,

精准摸排,全力以赴,科学施策；三要筑

3.4以“两个身份”为支点,党员亮

牢“三全育人”关键根基,融通“十大

身份做表率。一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

以点促面,在人才培养上发挥实际作用,

育人”体系,以“天府科技文化节”活

基层党支部的组织力离不开党支部党员

充分体现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力、领导力、

动为轴,组织“青年大学习”,举办党的

的共同努力,党支部的党员具有教师/学

服务力和感召力。

188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教育研究

Education Research

第 4 卷◆第 5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TBL 教学法在音乐教学法课改中的成功案例分析
——以江汉大学音乐学院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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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主要探究TBL ( team-based learning)教学法在音乐教学法课程中的具体实践运用。设计了
详实的教学过程及具体的教学问题与评价方案,为各高校音乐教育理论教师应用TBL教学法提供参考。
[关键词] TBL教学法；音乐教学法；改革内容
中图分类号：G22 文献标识码：A

Successful Cases Analysis of TBL Teaching Method in Music Teaching Method Curriculum
Reform
-- Taking Conservatory of Music, Jianghan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Yun Fang
Conservatory of Music, Jiangh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explores the specific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TBL (team-based learning) pedagogy
in music pedagogy courses, designs detailed teaching process and specific teaching problems and evaluation
scheme,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application of TBL teaching method.
[Key words] TBL teaching method; music teaching method; reform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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