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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职院校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与教育的发展、人才培养的实效有着密切的联系。大学生的思
想道德建设在大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高职院校作为高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生
源成绩、学生特点、培养目标等方面又区别于本科院校,在当前的形势下,高校的党团班级联动建设显得
尤为重要。在当前高校中,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要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各条战线的联系,增强工作的
实效；要使思想政治工作人员始终保持先进的思想政治素养和道德观念,弘扬优良的政治文化,一心一意
为教育服务,培养一批优秀的人才,对于推动高校后续培训、教学、管理工作的健康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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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of student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personnel training. The ideological and moral construc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of college students.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re different from undergraduate colleges in terms of
student achievement, student characteristics, and training objectives. Under the current situation, the
party-league-class linkage construc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In the curren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due to the changes in the social environment,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connection of various fronts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work; to mak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staff always maintain advanc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literacy and moral concepts, and promote excellent political culture. Serving education wholeheartedly
and cultivating a group of outstanding talents will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follow-up training, teaching and management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Key words]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party-league-class linkage; construction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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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建促党建”,在大学生党员和团员中,充分发挥其政治导向和

以往高校学生的思政教育主要是通过党的教育、学生会、

表率作用,有利于提高其思想素质和道德观念,建设一支高素

集体学习等形式进行的,其教育内容较为单调,缺少活力。现在,

质、高效率的党团班学生干部队伍。

人们对新媒介的接受程度越来越高,新媒介的传播速度也越来

1 党团班建设与实施的必要性

越快。大学生们通常都不能脱离微信、微博、抖音、B站、Tiktok

在高校基层党团班组织中,班级集体建设和管理活动的参

这些热门软件。在虚拟的网络环境下,学生能够真实地表达自己

与者,通常都是积极主动的班级干部。在新形势下,加强党对青

的情感,并与他人进行思想沟通。科学运用新媒体平台,加强高

年群团组织的领导,是推进和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中

职院校党团班组织的进行有效沟通与交流,既能增强社会舆论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措施。高职院校是知识传播、文化传承、

监督的效果,又能增强其影响。“党建带团建,党建带班级建设,

学习材料、修身的地方,是建设和传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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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阵地。在高职院校中,积极开展基层党建工作,有利于加强高

到党的建设与发展。要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多锻炼培养优秀的学

校党建工作,促进先进党团班理念深入基层、服务基层,激发基

生,让他们进入党组织,使党组织保持长久的生机和力量,使一

层组织活力,开展高校党团班建设工作。

切工作都能正常开展。

为了更好地实现高职院校的教育目标,必须建立和落实基

3 建设与实施的方法

层党团组织和学校班级的工作关系。高校党团班组织联动机制

3.1推动高校党群工作与班级工作的有机结合

的构建,通常是由各级党委、团委、学生、职工管理部门共同策

在思想、方法、内容等方面,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坚强

划,以专业、班级为单位,以党团班为单位,对全体学生进行全方

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通过发掘大学生的特点,使大

位的服务。青年委员会、学校、工会等方面,都是基层党组织和

学生在基层党建工作中发挥更大作用,实现更深层的有机结合。

班级集体建设的重要载体。要使团建工作更加顺畅、高效,必须

通过“青年马克思主义工程”“智慧团建”“青年大学习”等平

加强党团班基层组织的互联互通,加强校园党建工作。同时,基

台和载体,可以提高青年大学生的理论素养,更好传承红色基

层党团班组织在与大学生的交流中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通

因。要营造一个和谐、安定的学习、生活环境,必须要加强基层

过改进联系方式,可以更好地把党和共青团先进思想武装到当

党组织、班级的建设。传统的党团组织和青年群众组织,往往重

代大学生的心中,为党的建设提供忠诚、可靠的后盾。

视对基层共青团、入党积极分子、预备党员和党员进行思想武

大学生干部在大学生社团中具有广泛的组织和群众基础,

装和深入的学习,对班级普通青年大学生有所忽略。另外,班级

不仅要负责学校的各项具体工作,还要配合青年委员会、学习工

的建设还涉及到专业学习、日常事务管理、班级成员思想、学

作管理等方面的工作。大学生干部在自主学习,服务师生等方面

习、生活等方面。班干部在协助学校学习和做好有关工作的

都占有天然的优势。加强对青年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保证其工

同时,更多地注重“物”的宣传与贯彻,在班级建设中却很少

作实效,增强其个人凝聚力,是党团基层组织和班干部工作的关

重视宣传和应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维。青年工作是高

键。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及时发现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有利

职院校的生命线,青年工作与学生工作的关系不能很好地结合

于我国高校辅导员在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生工作

在一起,对学校德育工作、德育工作的根本任务都是不利的。加

的指导和管理,从而促进我国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形成可持续、

强党团基层组织的建设与领导作用,使其与班级建设有机地融

可复制的良好循环。

合、加强。

2 高等院校党团班联动机制建设的内容

3.2以能促能,促进大学生综合能力建设

2.1加强思想和文化机制建设

高校德育工作的基本任务,以培养青年学生的综合素质与

科学梳理大学生党团班组织的关系,必须以共产主义理想

能力为核心,统筹谋划、推动和实施相关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制

信念、崇高的爱国主义为核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引,

定可示范,管理,辐射和推广的项目。高校党团和班级组织要努

以党组织和团组织为主体,以明确政治发展方向,为学校的发展

力培育一批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基层

作出更大的贡献。高校党团班组织要明确其自身的政治特征,

党团组织、大学生班级的建设者,促使其具有一定的技能,能够

增强其政治觉悟,并根据其自身的实际情况,在党的领导下,加

胜任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要求,以优异的表现和办事能力引领

强党的建设与发展。

青年大学生的学习和成长。加强对基层党建工作的实效性是“立

2.2加强组织和队伍建设
通过建立互联机制,可以有效地提高党员的整体素质,逐步

德育人”的要求,是实现大学生成长成才的重要途径。
3.3以身作则,促进高校党群工作的良性运行

提高党员的品行,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自觉承担起

学生模范在班级建设、学生全面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很好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高度使命。应当自觉地将个人的发

的促进作用,有利于大学生的素质教育全的全面发展。通过对身

展同祖国的需求相结合。自觉扎根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明确当代

边先进的典型和事迹的梳理,以青年大学生可以“触及”的例子

青年的责任与担当,把青春撒播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上,满怀豪

为依据。通过榜样教育,引导和推广榜样,能有效地提升身边同

情、斗志昂扬启航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据统计,很多大学生创

学的整体素质。通过对基层党组织、团组织、班级建设等各方

业团队扎根于西部、投身于基层,在国家最需要的领域做出了突

面的监督和引导,逐步推进高校基层党组织、团组织、班级建设

出贡献,为大学生树立榜样、树立良好形象提供了坚实保障。只

等方面的工作。

有如此,才能推动各级团组织、党组织的协调发展,为学校的发

3.4以建促建,扎实推进高校党建工作

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一是,要深刻领会在全国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上的

2.3加强制度和活动建设

重要指示,坚持不断地学习、弘扬马克思主义,为大学生成长奠

加强高校党团班组织的联系,是推动今后党组织长期发展

定思想基础。要坚持培养和发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努力使广

的关键,加强高职院校党的群团工作,必须明确党的领导地位,

大青年大学生成为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模范实践者。强

明确党的工作宗旨,强化党的先进性。加强制度建设和活动机

化自我学习,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高校领导干部要坚持立德育

制。没有完善的体制,很难正确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从而影响

人,要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于教育教学的全过程,全面地开展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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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为青年学生的教育事业开辟新的新局面。要不断推进高校的

活动的积极性。在学校的建设与发展中,要充分认识和满足学生

和谐与稳定,培育理性、平和、健康的思想,加强对大学生的人

的需要,把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去,这是实现“党群互动”的重要

文关怀与心理辅导,以提高大学生的素质为第一要务。要不断认

前提,要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相应的互动活动,以保证活动的形

识高校的风气和学风,就要从学生的角度,关注学生、服务学生,

式和内容丰富,为学生提供切实的帮助。同时,学校要加强与各

不断地提升他们的政治觉悟、思想素质、道德素质和文化素质,

级党群组织的联系,让学生通过丰富多样的活动,积极参加各种

把学生培养成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中流砥柱。从理论思维和

活动。

理论行动等方面,切实加强党建工作。我们要坚持以“教育为本”

二是要充分利用党的力量和青年组织。在高职院校中,党员

为宗旨,以做先进思想文化的调停者和坚强的拥护者为己任,以

的领导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辅导员来完成的,以便使他们能

增强对学生的正确引导和指导,要强化教师道德自律,把教书育

够正确地了解和了解党的组织。为此,在高校党团班联络机制的

人有机结合起来,做到言行一致、教学相结合、集中精力提问和

建设与优化中,可以通过咨询顾问的方式来进行。在团组织建设

注重学生问题、学术诚信和学术规范相结合、以德立身、以德

中,要充分发挥团组织的引领作用,充分发挥班团支部的领导作

学教。

用,加强班团支部的教育培训,使他们正确认识团的建设和党的

二是要强化党建工作,增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党员队伍建

建设的重要性,从而更好地做好班级思想和政治工作。

设。高职院校学生作为高等教育的主体,构建党团班联系联动机

三是,要加强党的政治理论学习,搞好宣传,让学生对党的

制在实现他们成长成才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基层党群工

政治理论有一个更深刻的了解和认识。要健全相应的考核机制,

作是高校党建工作的延伸,也是高校党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使共青团的作风、特点、党组织工作的各项工作一一显现。同

因此,加强基层党群建设和加强党员队伍建设的能力培养。传统

时,要强化基层党建工作,统筹各级党组织的工作,增强党的核

的管理方式存在着“两张皮”的问题,需要建立一个全面的、系

心能力,增强党的组织效能,增强党的凝聚力,从而推动学校的

统的培训、监督、考核、反馈和跟踪的制度。通过建立和实施

建设与发展。

互动模型,可以有效地解决参与主体素质不高、类别不清、场景

5 结束语

缺乏、主动性差、反馈机制不健全等问题。进行案例分析,学习,

综上所述,高职院校是高级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重要阵地,

推广。以管理带动领导、以样板带动模式,使教育工作更加全

同时也是广大青年党员的聚集地,在弘扬先进思想、新思想的过

面。另外,在问题导向下,联合建设与连接体系也要适时加以

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高职院校作为学校的一个重要组成

改进。要在新时期开创新的事业发展新局面,必须树立问题意

部分,要充分发挥党和团的领导作用,发挥班级的积极作用,就

识,坚持问题导向。要在新时代加强高校党建工作,必须勇于

必须结合实际,构建与完善的联系机制,为高校教育、教学、管

探索、积极探索、积极开展党建工作、加强党建工作。要用一

理工作的顺利进行奠定了基础与保证。

种科学的思维去思考问题,把问题发端到实际、解决问题,把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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