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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是我国高等教育领域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力量,坚守着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的主阵地。在新形势下,高等学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要任务和方向,是探讨和践行“培养什
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当下对于高校思政队伍素质能力方面的提升展开深入探讨具有
重要意义,本文在分析目前我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现状和常见问题的基础上,从构建工作质量评价体系、
完善职业规划、业务能力提升等方面入手,探究高效务实的提升途径,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打开新视
野、探索新途径、构建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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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team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the core for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field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and adheres to the battle posi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the main task and dire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r college and university students is to explore and practice "what kind of
people to train, how to train people, and for whom to train people". At present,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conduct in-depth discussions on the improvement of the quality and ability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m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common problem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China.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common problem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in Chines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is paper
starts from the construction of a work quality evaluation system, improving career planning, and improving
professional ability, and explores efficient and pragmatic ways. so as to open new horizons, explore new ways,
and build a new situation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
[Key words] new era;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mprovement of quality
and ability
引言

1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的角色定位

2018年9月10日,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明确指出,思想政治工

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系统的特定意义上的要素,主要是指教

作是学校各项工作的生命线,各级党委、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学

师、学生或者其他教育工作者、学校相关管理人员[1]。国家对这

校党组织都必须紧紧抓在手上,要精心培养和组织一支会做思

一群体进行了明确界定,主要包括高校党政干部和共青团干部、

想政治工作的政工队伍,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日常。新时代,在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和哲学社会科学课教师、辅导员、班主任和

高校做好新形势下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立足学生为本,着力培

心理咨询教师等。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的主观能动性占据了首

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也是国

要位置,尤其要具备责任意识和胜任岗位的能力,而且实实在在

家对新时代高等教育所要培养人才的总体要求。思想政治工作

地承担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并有序高效地开展。可以说,一名合

队伍素质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着相关工作开展的质量和效率。

格的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该是能够立足新时代,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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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岗位新要求,具备一定的职业精神和专业能力,在实际工作

分教师只重视理论知识的传授,却忽视了对于学生将知识到实

中履职尽责,并且能够明确个人在该岗位上的发展方向。

践的转化,造成思政教育仍然停留在理论灌输层面,大大降低了

2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应具备的基本特征
2.1政治性与时代性统一

学生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兴趣和主观能动性。
3.2发展能力不足

就社会关系的性质而言,思想政治工作是一种有别于其他

主要表现在自我提升能力和研究能力不足两个方面。目前

社会工作的社会实践活动,这种区别主要表现在它的政治性。其

我国高校的思政工作层面普遍受到日常工作任务繁重、相关人

政治性,主要是指教育内容的政治性和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在言

员配置有限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使得大部分仍抱有高校教师初

行中的政治立场,由于不同的社会制度决定不同的教育性质和

心和使命的高校思政教育工作者在承受着职称晋级、职位晋升、

[2]
发展方向 。因此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应该把政治性

评先选优等现实压力的同时,又面对着海量的事务性工作缠身

融入到工作实际之中,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全面贯彻

的窘况下,想要分配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进行学术研究确实分

党的教育方针。在坚持政治性的同时,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应充分

身乏术,使得大量年轻的高校思政工作者快速迎来职业倦怠期,

理解和掌握工作的时代特征,在继承传统思想政治工作的基础

对职业发展非常不利。

上始终把握时代脉搏,紧扣时代特点。

3.3业务能力不足

2.2专业性与职业性统一

主要体现在新媒体等新型手段的运用方面的能力欠缺。在

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门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实践性和操

这个移动信息满天飞的时代下,大学生处在思维最活跃、对新鲜

[3]
作性都比较强的科学思想政治工作队伍 ,要想胜任该工作,必

事物的好奇心最强、同时又是接受新鲜事物最快的发展时期,

须具备特定专业知识与专业技能。虽然思政理论课、哲学社科

但也是最容易各种网络信息干扰的时期,该时期是大学生建立

类和心理咨询类的学科教学都经过了专业的制定,但作为主要

成熟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时期,尤其对于部分思政素质

负责德育和非智力因素教育的其他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群体,在

较为薄弱、自我思想保护意识较为淡薄的学生而言,当他们接触

专业背景上仍存在很大不同,这就要求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的首

到网络中带有政治意图的负面信息之后,会产生价值观扭曲,对

要任务是遵循和符合教师队伍专业化的一般规律,不断提高和

社会主义事业失去理理想信念,这是高校思政教育工作者急需

完善专业思想、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和专业能力等方面的素质。

面对和解决的新难题。

同时,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应按照党中央相关的职业规范和要

4 提升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素质的意义

求,在工作中严守职业道德,树立职业理想,严明职业纪律和职

4.1有利于提高队伍的整体思想政治素质

业态度等。

提出创办中国特色的具有世界水平的现代化教育,党中央

2.3创新性和超越性统一

对于教育改革提出的具有创建意义的新思想新要求,也是对于

随着信息化和网络化手段的深层次介入,传统的思政工作

[6]
当前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提出的新要求 。提高当前高

模式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已经难以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然

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要求,特别是在开展教育工作的过程中

而现实情况是很多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在工作中仍然凭借经验

融入个人社会理想与个人理念,能够有效激发工作队伍的主观

主义和惯性思维开展工作,工作方式陈旧低效、缺乏创新。高校

能动性、坚定科学的职业理想信念。

思想政治工作者必须要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因事而化,因时而
进,因势而新,积极推动工作理念、工作内容、工作载体的创新。

4.2有利于提升队伍的职业道德素养
高校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这就要求高校在开展思

此外,由于德育的本质是一种超越,它往往是按照超越于现实的

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过程中,不仅要首先做到为学生教授专业知

道德理想去塑造和培育人,促使人去追求理想的精神境界与行

识与技能,同时更加需要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到思

[4]

为方式 。因此,思想政治工作者还应坚持工作的超越性,这里

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去。这就需要队伍在开展思政教育工作的过

讨论的超越性主要是指高校思政工作者,在工作能力、自我认

程中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置于重要地位,以全面提升队

知、思想政治状况等方面的基础上,实现自我素质能力的超越和

伍人员的整体精神境界为基本突破口,塑造科学积极的的个人

[5]

受教育者思想道德素质的超越 。

品格。

3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素质能力的现状
3.1核心能力不足

4.3有利于激发队伍的改革创新意识
改革创新是新形势下对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提出的新

高校思政教育工作者的核心能力就是思政教育能力,但是

要求,也已然成为提升队伍素质的重要导向,因此高校在开展思

部分工作者安于现状、吃老本、守旧法,不注重个人的再学习、

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过程中,需要始终将创新思维融入到日常工

再研修、再践行,使得工作能力无法取得新的提升和突破,进而

作中去,同时工作的重点还要更多地放在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

愈发无法满足工作的需要。对于专业思政科教师而言,他们虽然

和创造力上面。

拥有扎实的学科背景和专业知识,完全能够保证正常的教学质

5 新时代高校教师队伍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相互
关系的处理

量,但是在课堂外的思政教育水平上却存在参差不齐的现象,部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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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妥善处理好差异性与针对性的关系

主持一些各级别课题,通过不断深入钻研理论来更好地指导实

高校教师群体是一个有着诸多差异构成的复合体,具体表

践,因此学校应改为队伍工作者提供更多的课题支持和保障性

现在年龄层次、学历层次、学科知识、个性需要等方面。高校
教师队伍思想政治工作,要正视这一现状,因人施策、有的放矢。
要充分、深入地了解学生个体特征,选择其乐于接受的教育方式
和手段,正视差异性,打造针对性。

科研经费。
6.4鼓励思政教育工作队伍终身学习
之前我们讨论过高校思政教育工作具有十分显著的长效特
征和要求,所以队伍工作者应当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可以从以

5.2妥善处理好理论性与人文性的关系

下方面开展学习：其一,夯实学科基础。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

提高高校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素养和水平,是提升高校思

准确区分核心学科、外围学科和对象学科。核心学科以思政教

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前提和保障,因此要对广大教师进行系

育学、心理学、教育学为主,外围学科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

统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着重进行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学、法学、管理学为主。对象学科以大学生所要学习的相关课

义思想的学习与研讨。与此同时还要高度重视对于教师的人文

程为主。其二,拓展基础理论。在思政教育工作者具备学科支撑

关怀,不能使教师的工作生活相脱节,一旦脱节就会逐渐导致失

的前提下,要围绕学科理论体系拓宽自身的知识口径,使自身成

去工作的获得感和幸福感,甚至导致工作生活双煎熬的恶性循

为知识广博的教育工作者,能够成为教育学者和专家。其三,提

环。关注点如老年教师的身体健康问题,青年教师的培养晋升等

高文化素养。思政教育工作者要在专业知识建设的同时,还要重

问题,使思想政治工作不再是没温度的“虚大空”。

视自身文化素养的提升,根据自身的兴趣爱好,学习文学、音乐、

5.3妥善处理好长效性与制度性的关系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需要持之以恒、常抓不懈,但目前许

书法、美术等方面的知识,增强自身的人格魅力。

7 结束语

多高校也普遍存在缺乏硬性制度规范和约束的现象,导致实际

新形势下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的工作担负着为培养

工作的效果受主观影响较大,迎接检查了抓紧一点、重点工作来

学生成长成才的重要使命,是立德树人、铸魂育人的关键环节,

了又让让路、领导相对重视的抓紧一点、不太重视的又敷衍了

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能力,是做好学生工作的首要目标,这就要

事,诸如此类松松紧紧的情况比比皆是。加强制度建设,首先要

求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深耕细作,扎实学习理论知识积

保证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齐抓共管,分工协作,各级领导干部

蓄力量、提高综合素质开展思政教育,以人为本深入学生群体,

认真落实一岗双责。

为学生的成长贡献自己的力量。

6 新时代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成效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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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能力也在不断取得突破,越来越多的工作者参与并且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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