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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辅导员作为高校教师队伍和管理队伍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校期间与学生们接触最多、影响最
深,在大学生的成长过程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基于此,根据自己辅导员的工作经验,浅析高校辅导员
角色对大学生成长的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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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the Counselor’s Role on College Students' Growt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ivating New Person in the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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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ollege teacher team and management team, counselors have the most
contact and influence during the school period, and their position cannot be ignored in the growth process of
college students. Based on this, according to the work experience of counselors, the profound influence of the
role of college counselors on the growth of college students is briefly analy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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