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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人才队伍建设

刘 芳

(中国人民大学 校友会办公室，北京 100872)

［摘 要］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到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

题，必须予以高度重视。新时代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进一步加强人才队伍

建设，要坚持党对高校思想政治人才队伍建设的领导、提升人才队伍的理论素养、深化人才

发展体制机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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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

指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高校培养什么样的

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1]

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是新时代高校思想

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

一、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要求

党的十九大报告庄严宣告：“经过长期努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

的历史方位。”[2]这一新的历史方位同样也是高校思

想政治工作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对这项工作提出

了新的要求。

1．帮助高校学生透彻把握新时代

首先，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要帮助学生认识到

新时代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是全

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定

位中，社会主义表明了我们的社会性质，社会主义

的国家性质决定了我们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初

级阶段则表明了我们的发展程度，我国处于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即社会主义的不发达阶段。其次，要

帮助大学生认识到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我

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主

要矛盾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阶段性

特征的客观反映，主要矛盾的变化意味着生产力发

展水平实现某种跃进，意味着发展阶段向前迈进一

步。但当下生产力水平的跃进尚未达到实现现代化

的水平，这一时期呈现出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2．掌握学生需要的变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思想政治工作从根本上

说是做人的工作，必须围绕学生、关照学生、服

务学生……让学生成为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

才。”[3]实际上，高校学生首先是一个个感性的、现

实的、具体的人，然后才是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或

客体，只有从人的普遍特征和大学生的特殊特征出

发，才能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普

遍性特征表现在许多方面，但与思想政治工作相关

的特征则是人是理性的动物。不同于动物受到自身

本能欲望的控制和驱动，自人猿揖别以来，伴随着

文明的发展和理性革命的不断深入，人与动物式的

生存渐行渐远，人的行为受到自身理性的驱动而不

再是本能。人的理性能力突出表现在人能够思考、

能够生产和再生产思想，思想是人行为的先导。正

是因为人是理性的动物，人的行为都受到一定思想

的指引，思想政治工作才有可能和有必要。马克思

指出人的思想的产生与人的需要和利益密切相关，

“应该严格地分清：群众对这样或那样的目的究竟

‘关怀’到什么程度，这些目的‘唤起了’群众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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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情’。‘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

出丑”。[4]“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

关。”[5]马克思指出了人的需要、利益与思想之间的

强相关性，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将需要和利益视为

思想产生的决定性因素。

因此，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掌握学生的需

要和利益是题中应有之义。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

层次理论将人的需要分为由低到高的五个阶段，即

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情感和归属的需要、尊

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我们也可以将这五

个层次的需要简单规约为生存性需要和发展性需

要。人民群众的需要由“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转变为“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一历史性转

变表明中国人民在总体上满足了最基本的生存性需

要，已经由对生存性需要的追求转向对发展性需要

的追求。对高校学生而言，他们的需要也发生了转

变，即更加重视发展性需要的满足，这一变化是高

校思想政治工作者必须予以关注的。只有深刻把握

学生的发展性需要并不断提升高校满足学生需要的

能力，才能达到习近平总书记对高校思想政治的要

求，即“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因事而化、因

时而进、因势而新。要遵循思想政治工作规律，遵

循教书育人规律，遵循学生成长规律，不断提高工

作能力和水平”。[6]

二、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存在

的问题分析

新时代提出的新要求决定了我们必须全面加强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全面提高思想政治工作质量，

关键在于加强高校思想政治队伍建设，从而为高

校思想政治工作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习近平总书

记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给予了充分肯定：“长

期以来，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兢兢业业、甘于奉

献、奋发有为，为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

贡献。”[7]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人才队伍总体上坚强有

力，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1．思想政治工作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有

待提升

意识形态属性是思想政治工作的本质属性，高

校思想政治工作就是要推动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接

受与认同，这必然要求思想政治工作者本身具有一

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传道者自己首先要明

道、信道。”[8]思想政治工作者只有对马克思主义的

基本观点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才能向学生正确宣

传马克思主义；只有透彻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精

髓，才能向学生阐释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这一根本

性的问题，才能向学生诠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

革命性和先进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素养是思想政

治工作者所必须具备的，然而在当前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队伍中，除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具备了一定

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外，党团组织人员、辅导员

的理论素养都有待提高。

2．思想政治工作人才地位有待提升

毛泽东指出：“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

的第一位。”[9]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的优良传

统和看家本领，将思想政治工作贯穿于各项工作是

我们党一向坚持的重要原则。改革开放和市场经

济所造就的经济主体多样化和利益关系复杂化的经

济变迁，带来了阶层分化和价值观多元化的社会变

化，为了应对多元化社会思潮对马克思主义的冲

击，学校应该将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项重要任务，

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

道德观等，树立共产主义崇高信仰。然而，由于当

前高校政策的偏差，高校对科研成果的重视超过对

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重视。虽然习近平总书记对高

校思想政治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提出了殷切的希望：

“各级党委、政府和高校要像关心教学科研骨干的

成长一样关心思想政治工作人才队伍的成长，使他

们工作有条件、干事有平台、待遇有保障、发展有

空间，最大限度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

性。”[10]但高校重科研、教学，轻思想政治工作的惯

性思维尚未根本扭转，思想政治工作人员的地位也

相对边缘化。

3．思想政治工作吸引力有待提升

在高校，在一线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主体是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以及辅导员群体。高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师身兼教学与科研的双重任务，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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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耗费的时间长，呈现效

果慢。由于当前对高校教师的考核机制侧重于科研

成果，这使得高校教师队伍中普遍存在“重科研而轻

教学”的现象。而就高校辅导员而言，他们承担的工

作任务重，薪资收入不高，职业发展前景不甚明朗，

其付出与所得形成反差，一定程度上挫伤了辅导员

工作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使得高校辅导员流动性大

且作用不突出。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持续扩大，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人才队伍处于紧缺状态，影响着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性与长效性。

4．职能繁杂导致人员专业性不足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需要专业型人才，思想政治

工作人才队伍必须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

掌握思想政治工作的规律和特点。然而，高校思想

政治工作者在现实中却承担着多样化的职能，他们

既是教书育人的教师，也是管理队伍中不可或缺的

力量和宣传事务的重要支柱。从管理工作看，高校

思想政治工作者一方面组织管理自身队伍建设，另

一方面承担着学生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组织管理任

务；从宣传工作来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需要宣

传党和国家政策、制度、文件，宣传新成就、新思

想，探讨新问题，引导大学生不断提高自身思想道

德素质和法律素质，鼓励学生夯实专业知识基础。从

育人层面来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通过与学生群

体的直接接触，以言传身教、潜移默化等方式影响

学生，引导学生成长为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才。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承担任务的多样化有利于他们

的全面发展，成为复合型人才，但全面性的要求必

然会消解专业性的要求，职能的多样化必然会影响

到思想政治工作者本职任务完成的效率。将高校思

想政治工作者从繁杂多样的职能中解放出来，全面

提升他们开展意识形态工作的专业素养是当务之急。

三、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人才队

伍建设的现实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拓展选拔视野，抓好

教育培训，强化实践锻炼，健全激励机制，整体推

进高校党政干部和共青团干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师和哲学社会科学课教师、辅导员班主任和心理咨

询教师等队伍建设，保证这支队伍后继有人、源源

不断。”[11]为此，创新发展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人才队伍建设必须全方位发力，其中坚持党对人才

队伍建设的领导、提升人才队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素养、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等最为关键。

1．坚持党对人才队伍建设的领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办好我国高等教育，必

须坚持党的领导，牢牢掌握党对高校工作的领导

权，使高校成为坚持党的领导的坚强阵地。党委要

保证高校正确办学方向，掌握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主

导权，保证高校始终成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

和接班人的坚强阵地。”[12]党和政府向来重视高校思

想政治工作，坚持党对人才队伍建设的领导，高校

思想政治工作者必须牢固树立“四个意识”，自觉维

护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自觉在思想上和

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党中央是大脑和

中枢，党中央必须有定于一尊、一锤定音的权威。

党的地方组织的根本任务是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贯

彻落实，有令即行、有禁即止。”[13]高校党组织担负

着具体领导思想政治人才队伍建设的责任，必须严

格贯彻落实党中央的相关决策部署，绝不允许有任

何的敷衍塞责和推诿保留。党中央的相关决策部署，

从全局出发，经过详细论证和严格检测，是党对人

民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做好高校思想政治人才

队伍建设的根本遵循。

2．提升人才队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

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识形态属性决定了高校思想

政治工作人才队伍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加

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基

本世界观和方法论，提升自身的理论素养，既是高

校思想政治工作者做好本职工作的内在要求，也是

确保他们对党忠诚的必要条件。一方面，马克思主

义理论素养的提升赋予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开展意

识形态工作的相关能力。思想政治工作者处于高校

意识形态工作的第一线，他们工作能力的提升对于

挫败西方文化和意识形态在高校的侵袭、渗透和分

化图谋至关重要。另一方面，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

通过理论素养的提升而接受、认同并进而信仰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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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主义就是在坚持党的领导。

3．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

加强高校思想政治人才队伍建设“要深化人才

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最大限度把广大人才的报国情

怀、奋斗精神、创造活力激发出来”。[14]加强新时代

高校思想政治人才队伍建设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首先，要更新工作观念。改革观念首先意味着

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认识的更新，要高度重视新时

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意义。新时代高校思想

政治工作是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

义意识形态，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

要途径，引导大学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

梦的主要方式。此外，观念改革还要求高校内部要

切实贯彻加强高校党委对人才工作的领导。要坚定贯

彻落实“党管人才”的基本原则，继续建立健全党委领

导机制和工作机制，掌握人才队伍建设的发展方向，

做好谋篇布局，并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工

作方案。在具体的工作开展过程中注意把握主次矛

盾，统筹处理好国家需求与人才的需要、长远规划

与当下发展的均衡关系。高校对外要积极协调高校系

统诸多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与矛盾，促进形成推动高

校发展的合力；对内不断提高高校自身治理水平，积

极推动公平公开、力争上游、协调合作的良性发展

环境的形成，为人才发展营造良好的氛围。

其次，要优化工作制度。当前，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出现数量不足、质量不高、地区

结构与人才内部结构均不合理等问题，而这些问题

的根源很大程度上在于制度设计存在不合理之处。

要充分发挥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功能和价值，引导

大学生成长成才，并为高校发展找到新的发展增长

点，制度优化刻不容缓。要进一步推进高校党支部

建设，逐步建立高校党委、院系党组织以及基层党

支部的三级联动机制，为高校一切事务的开展提供

方向保证。具体而言，需要继续坚持和完善党委领

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抓好高校基层党组织建设，加

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理顺指挥系统，夯实

基础保障，加快改革创新。重点是注意协调处理好

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人才切身利益相关的各项人事

薪资制度、晋升制度、培养制度、奖惩制度、激励

制度等，注意激发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人才的内生动

力，以学校的供给侧改革促进人才发展。

再次，“开源”与“开发”相结合。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队伍建设要坚持“开源”与“开发”相结合，即外

部引进与内部培养相结合。一方面，要继续加大对

国内外高水平人才的引进力度，不断为思想政治工

作人才队伍注入新的血液；另一方面，要注重对已

有人才队伍的培养和开发，通过教育、培训提高队

伍建设质量。目前对高校现有的思想政治工作人

才队伍的“开发”主要涉及三方面：一是通过培养提

高思想政治工作者的水平和能力；二是优化人才配

置，提高整体实力，即通过优化、协调各地区、各

部门的人员构成，达到增强整体实力的效果；三是

鼓励竞争机制，增强组织活力。在思想政治工作领

域内部鼓励竞争行为，从组织内部激发上进的动

力，带动整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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