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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学生干部是优秀大学生中的精英群体,要有良好的政治素质、道德品质、知识素养和综合
能力,要着力于淬炼思想、锤炼品质、提升能力、服务集体四个方面。要解决当前学生干部工作动机不
纯、学业成绩不佳和缺乏创新意识等问题,既要明确学生干部素质培养的目标,又要加强其理论素养和实
践能力,建立学生干部培养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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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udent cadr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e the elite group among excellent college students,
should have good political quality, moral quality, knowledge literacy and comprehensive ability, should focus on
four aspects: refining ideas, tempering quality, improving ability and serving the collective.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impure work motivation, poor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lack of innovation consciousness of
student cadres, we should not only clarify the goal of quality training of student cadres, but also strengthen their
theoretical accomplishment and practical ability, and establish the training mechanism of student cad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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