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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我国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党和国家事
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需要,对科学知识和优秀人才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1]。研究生导师与辅
导员在为国家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工作中各自承担着相应的职责。近
几年在各大高校配齐研究生辅导员的进程中,研究生导师与辅导员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出现系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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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duate Tutor-Counselors "Work Together to Educate People" Expl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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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year marks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hina has
started a new journey of building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in an all-round way. The need for higher educ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use and the cause of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is more urgent than ever before. Graduate
tutors and counselors undertake the corresponding responsibilities in the work of cultivating the socialist builders
and successors with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morality, intelligence, body, beauty and labor for the country.
In recent years, in the process of matching graduate counselors in various universities, graduate tutors and
counselors have encountered a series of problems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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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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