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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肩负着为党和国家育人育才艰难任务的高校,在完成教书育人使命的同时,也要将党建工
作和学生紧密结合,促进学生的全方位发展。在党政精神和建设日益占据主导地位的当下,高校的学生教
育管理应当打好党政精神的基础,规范合理实行学生教育管理,对应的,通过和学生教育管理工作相结合,
也可以让高校的党建工作目标更易实现,两者融合,能够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针对这一现象,本文着
重分析了高校的党建工作和学生教育管理之间的均衡发展以及相互融合,希望能够对大学教育工作起
到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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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university shouldering the difficult task of educating people for the party and the country,
while completing the mission of teaching and education, it should also closely combine the party building
work with the students to promote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the students. At the moment when the
party and government spirit and construction are increasingly dominant, student education management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es should lay the basis of the party and government spirit, normatively and reasonably
implement student education management. Correspondingly, through the combination with student
education management work, it can also make the party building work goal easier to achiev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the two can produce the effect that one plus one is greater than two. In
view of this phenomen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and mutual integration of party
building work and student education management, hoping to have certain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university education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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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学生无法建立正确的价值观,社会主

法顺利展开,后续得不到保障,造成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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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意识淡薄甚至出现偏差、被弱化,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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