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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时代国家加强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建设力度,要求将思政课程融入到其他专业课程中以
此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和学风,对此在思政视域下传媒类高校也需要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以此营造
良好的学风。对于传媒类高校而言,其主要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专业素养、精神风貌、社会责任等,
对此需要学校加强校风和学风建设,以此推动思政工作的深入进行。良好的学风可以有效反映思政教育
规律和价值导向作用,对此传媒类高校需要深入探究学风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原因,以此提出解决
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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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new era, China strengthens the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requires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to other professional courses to create a
good campus cultural atmosphere and style of study, media colleges also need to d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so as to create a good style of study.For media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y mainly cultivate students'
moral quality, professional quality, spiritual outlook, social responsibility, etc., which need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school spirit and study style, so as to promote the in-depth develop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A good style of study can effectively reflect the law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the
value-oriented role, so media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need to deeply explore the problems and reasons in the
process of style of study, so as to put forward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Key word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vision; media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tudy style construction
引言

1.1概念

对于高校而言,优良的学风是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学校良性

传媒类高校在建设的过程中,需要加强校风和学风建设,以

运转的主要因素,高校学风端正、优良才可以为大学生营造有利

此为学生健康学习营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加强校园文化生态

的成长环境,确保大学生顺利获得知识技能,养成良好的人格品

建设,通过思想政治工作更好地启迪学生,激发学生智慧,带给

质,并彰显高校的品牌特色。在新时代下,为了推进教育事业现

学生无限的精神力量,在潜移默化中帮助学生形成良好的品质。

代化发展,整肃校风,为学生们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确保

学风可以反映出学校精神状态和口碑、形象、声誉。学风主要

学生品行优良、作风端正、思想道德水平高,需要高校将学风建

体现在学生的日常生活和学习态度,以及他们的兴趣、成绩、品

设作为整个发展工作的核心,科学指导人才培养工作,确保人才

性、行为、作风等方方面面,学风具有稳定性、持久性的特点,

培养目标的实现。因此,在思政视域下,高校需要加强大学学风

其可以通过学生的思想状况、学习状况、生活状况体现出来。

建设,尤其是传媒类高校,其关系着我国传媒类人才的培养质量,

高校学风建设的内容是学生态度良好、学习方法正确、思想品

更需要大学将思想政治工作和学风建设进行融合,深入把握两

德端正、职业方向明确,基于此要求传媒类高校需要把握核心内

者之间的关系,更好地为学校健康发展服务。

涵,将学风建设融入到思想政治工作中,作为文化建设的基础任

1 思政视域下传媒类高校学风建设的概念及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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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科学对待、综合分析。在具体的学风建设过程中,也需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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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教育管理,尤其是制度管理、班级管理、校园管理等,这需要
[1]

教师做好治学和教学管理工作 。

尽量满足学生的合理需求,让学生在民主、和谐的氛围下成长。
在教学工作中也需要更新理念,根据学生特点、学校特点采用多

1.2意义

元化、现代化的教学方式和模式,做到因材施教、分层教学、趣

第一,学风建设可以帮助高校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人才。在

味性教学,让每一位学生都可以接收到思想熏陶,行为强化,最

新时代下,高校需要把握思想政治工作教育内涵,从多个方面做

终确保育人目标的实现。

好教育教学改革工作,承担民族复兴大任、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

2.4教书育人,加强师德师风建设

义传媒人才的重任,明确社会主义办学目的、方向,培养一批全

学风和校风有着直接的关系,好的校风可以带动好的学风,

面发展、德才兼备、能力优先、品格高尚的社会主义传媒人才,

对此高校也需要加强校风建设,从教师和学生两个层面出发进

以此满足社会各方面对传媒人才的需求。

行系统化建设,共同发力。对于教师而言需要加强职业道德建设,

第二,学风建设可以确保高校顺利贯彻国家教育方针。高校

提高教师的职业素养、专业教育能力、品德品质。以师德师风

加强学风建设,可以帮助大学生端正学习态度,明确学习目标,

建设为起点促进教风和学风的建设,在教师具体教学的过程中

科学采用各种学习方法,树立远大理想和志向,提高学习兴趣,

需要尊重学生、爱护学生,通过科学的教育方法、育人制度等规

培养性情,陶冶情操,形成健康优良的思想品质,并明确学习纪

范班级制度、校园制度,以此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力度。对于学生

律,最终形成健康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而言,需要加强思想品德教育,通过思政课程培养学生良好的品

第三,学风建设可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学风的好坏对大学
生的思想和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校园文精神文化
建设中,也可以体现在学生的当前学习生活、未来职业生涯中。

[3]
行 。

2.5明确方向,营造浓厚的氛围
传媒类高校需要明确自身的办学方向、育人目标、现阶段

对此,高校需要加强学风建设,以此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为大

教育教学情况,以此明确学风建设方向和目标,有效发挥学风的

学生未来顺利就业营造良好的校园环境。

精神引领、思想引领作用,将新时代新思想、党的建设思想等作

2 思政视域下传媒类高校学风建设的实践策略

为指导思想,以此融入到学生的志向理想中,通过强大的精神动

2.1树立典型,发挥榜样力量

力推动学风的顺利建设。在此过程中学校需要制定中长期建设

传媒类高校在进行学风建设的过程中,需要做好榜样示范

目标,通过目标激励和引导作用让广大师生们都感受到学风建

工作,树立典型,发挥榜样力量,在日常的工作过程中,需要通过

设的作用、价值、预期效益,以此激发学生责任意识、使命意

典型事迹、先进个人来培养一批骨干学生干部团队,优秀学生群

识,确保广大师生积极投入到各自的工作中,以此推动学风建

体等,通过示范、带动作用,引导其他学生向典型模范学习,以此

设的顺利进行。另外,传媒高校也需要把握新时代发展特点,

形成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浓郁的成长成才环境氛围。另

在积极利用外部有利条件和资源的同时也需要考虑外部环境

外,在树立典型的过程中,高校需要以先进个人为榜样,激发学

的不利影响,以此确保优良学风和校风的顺利形成,最终营造

生深入思考、不断反思,通过典型教育,让学生们学习典型的精

浓厚的校园氛围。在此过程中,学校需要加强和家庭的联系、

神品质、思想态度,在潜移默化中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品质修养,

加强和社会的联系,以此构建三位一体、协同育人模式,做好思

最终在学习中、实践中形成良好的校园风气。

想政治教育工作,以此加强校园文化环境的建设。通过思想引

2.2完善制度,加强激励机制建设

导、文化引导,让大学生在一点一滴中接受熏陶,健康成长,感受

为了有效做好学风和校风建设工作,保障该工作顺利进行,

语文学科的巨大价值和魅力,以此树立正确的三观,形成优良的

学校需要完善学风建设制度和价值,明确建设目标、内容、路径、

品质,提高学生的道德修养,将学生培养成为优秀的社会主义建

方法等,从校园文化、教育教学、校园环境、班级建设、学科教

设者和接班人。

育、专业实践、第二课堂、社会实践等多个方面出发,培养学生

2.6加强学风建设的情感认同

积极的心态、良好的学习态度和品质、健康的学习习惯,确保学

学风从内容上是指思想意识、行为、心态、理想、动机、

生可以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在此过程中,学校需要完善制度

决策的意识形态,传媒类高校加强学风建设是响应新时代号召

和机制,创建激励机制、考核机制、评估机制等,以此完善学

的主要表现,是打造一流学府、提高办学实力和竞争力的主要举

分保障机制和服务机制,最终确保该工作顺利进行,取得良好

措。新时代下,各高校都需要加强学风建设,通过教育力量引领

[2]

的效果 。

社会风气,促使新时代社会主义文明社会的有效建成。加强学风

2.3把握理念和原则,科学教学

建设需要学生有良好的学习态度、正确的价值观念、良好的行

传媒类高校在人才培养过程中需要做好顶层设计、战略部

为习惯、优良的品质、正确的行为价值观。新时代下,大学生即

署、科学规划、精心布局,将其作为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

将步入社会需要有高尚的品德、正确的三观作为引导。对此学

在具体建设过程中,需要做好思想教育、道德教育、民主教育工

校在日常教学中需要加强先进人物精神的宣传,加强模仿教育、

作,坚持以人为本、服务师生的原则,给予学生表现自我的机会。

典型教育等,鼓励学生们积极连了解时政热点、新闻资讯、国家

在日常的教育教学活动中需要鼓励学生积极表达、敢于质疑,

发展现状等,以此培养大学生的国家情怀,激发他们的爱国意识,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11

教育研究

Education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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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他们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另外,学校还需要制定行为道德准

作意识,让学生们校园文化、活动等融为一体,以此明确行为方

则,管理制度等,提高学生的道德修养,促使学生自觉遵守学校

向、理想信念,确保育人理念和目标的实现。另一方面文化活动

制度、班级制度,以此激发学生的主动意识,最终提高学生的情

可以激发学生的创作和表现欲望,让不同层次的学生都可以交

[4]

感认同 。

往,通过活动拓宽学眼界、掌握知识和技能,提高自身的综合能

2.7加强思想教育,把握起点

力和素养,确保良好学风的形成,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

传媒类高校需要充分利用思政教育工作在学风建设中的作

行：第一,开展语文诵读大赛、趣味课堂探究活动、习作大赛、

用和长处,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激发学生自觉、坚定学生信心,帮

文学创作活动、主题研讨活动,营造浓厚的学风氛围,确保以赛

助学生树立正确的理想目标,明确未来的职业选择和规划,确保

促学目标的实现,以此创新学习方式,有效发挥学生主体地位,

自身学业和就业正常发展。对于思想教育下的学风建设需要根

培养学生的创新、创造、语言表达能力。第二,学校可以利用多

据年级学生专业特点和问题进行,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

种途径加强办学理念、办学宗旨、校徽的宣传,从大环境中对学

行：第一,在新生入学时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科学设计该课程活

生进行思想教育,行为引导,根据学生具体举办各种文化艺术

动,在新生群体中进行学风建设意义、目标、内容等知识的教育,

[5]
节、社会文化活动、班级文化活动等 。

将学风建设思想融入到学生的整个学业中。第二,根据不同年

3 结束语

级、专业学生进行针对性的教育。比如可以开展学风建设专题

总之,传媒类高校作为孕育未来媒体工作者的摇篮,需要响

报告会议、论坛、一对一交流、思想动员大会、帮扶小组、典

应国家号召,发挥好育人功能,明确学风建设在学生个人成长、

型事件宣传教育等,以此营造良好的科学研究、教育研究、学术

育人工作、自身建设中的作用和地位,从多个方面加强学风建设,

研究氛围,以此改善学风。另外,对于部分学风不正的班级、年

将学风建设融入到校园文化中、校园环境和氛围中、学生终身

级、学院、学生、教师等都需要进行个别教育,在此过程中辅导

发展、学生职业规划中。通过多种手段激发学生自觉和自信,

员需要加强和学生的沟通,院长需要加强和教师的沟通。积极举

激发学生情感认同,树立典型,发挥榜样作用、完善制度、明确

办各种有特色的讲座,激发学生的动力和活力,以此营造一种积

方向、把握原则,引领学生扛起社会主义旗帜,走向社会主义主

极向上的学风氛围。第三,专业学科教师需要和辅导员齐抓齐管,

流价值和健康的传媒生态。

加强合作,形成教育合力,共同管理学生,共同建设学风,通过思
想教育、行动指导等积极引导学生,确保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
观、世界观。在此过程中,学校还需要邀请专家进行指导,并发
挥班主任的作用,将思想政治教育和生活教育、学科教育进行结
合,通过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最终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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