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研究

Education Research

第 5 卷◆第 2 期◆版本 1.0◆2022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三全育人”视域下辅导员能力需求探究
李爽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DOI:10.12238/er.v5i2.4538
[摘 要] 在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的“三全育人”格局下,辅导员工作从以往的“万金油”“救火
员”“跟从者”转变为思政教育的主攻手、学生管理的主导者、学生成长的主心骨,这就对辅导员的思
想政治教育能力、学生服务和管理能力、实践研究和科研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三全育人背景下,
辅导员工作要进一步加强思想引领,提升工作温度,深化工作内涵,全面提升工作能力,向职业化、专业化、
专家化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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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Ability Needs of Counselo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ree Wid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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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situation of "three wide education" of full members, whole-process and all-round
education, the work of counselors has changed from the previous "panacea" to the main attacker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rom the "firefighters" to the leader of management of students, and from the "followers"
to the backbone of students' growth. These changes put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on the ability of
counselors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bility of serving students and management, and ability of
practical research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In the context of "three wide education", counselors should further
strengthen ideological guidance, improve work warmth, deepen work connotation,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work ability, and transform to professionalism, specialization, and expert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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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学生思政教育主攻手的角色。
1.2从“救火员”转变为学生管理的
主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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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思想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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