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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做好做强新时代高校宣传思想工作，对高校宣传思想工作者的素养与格局提出

了新的要求。高校宣传思想工作者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

精神为指导，全面对标习近平对宣传思想工作的总要求，牢牢把握好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

向、价值取向、文化走向和职业志向，紧密对接高校自身办学治校实际和立德树人实践，精心推

进大宣传、大文化和大思政格局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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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1]，是

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的使命任务，也是做好做

强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根本指针和重要遵循。“政

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2]526 宣传

思想工作者的素养与格局直接决定了高校宣传思

想工作的实效与成败。新时代的高校宣传思想工

作者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全面对标习近平对宣传

思想工作的总要求，一以贯之强化“九个坚持”[1]，密

切契合高校自身办学治校实际和立德树人实践，

牢牢把握好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

向、文化走向和职业志向，甘做新时代高校宣传思

想工作的“挑山工”，有计划有步骤有层次地精心

推进大宣传、大文化和大思政格局构建。

一、必须牢牢把握好正确的政治方向

习近平强调，宣传思想工作就是政治工作，大

事小情都要讲政治。[1]做高校宣传思想工作必须把

旗帜鲜明讲政治作为根本定位要求，作为核心素

养。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既是坚持社会主义

办学方向，紧扣立德树人目标，培养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的根本要求，也是推进高等教育综合

改革、实现高质量内涵发展、办好人民满意高等教

育的内在要求。
政治上的坚定源于理论上的清醒，理论上的

清醒有赖学习的深入。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要全

面认真宣讲阐释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做好理论教育、理论阐

释和理论研究转化，克服学习“应景化”，杜绝学用

“两张皮”，坚持守好主阵地建好主渠道，巩固拓展

党校团校和干部教师培训基地建设，抓好重点马

克思主义学院建设和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

程；充分调动发挥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人才优势和

学科优势，聚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阐

释；坚持校院领导班子成员上讲台讲授思想政治

理论课，坚持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特聘教授作用

和支部书记带头作用，全方位引导广大师生切实

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不断坚定师生理想信

念，切实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认同、政
本文为 2018 年山东省社科规划委托项目（高校思政专项）“新时代高校大宣传格局构建研究”（项目编号：18BWTJ01）阶段

成果

2019 年 1 月

第 1 期 总第 295 期
思 想 教 育 研 究

Studies in Ideological Education
观察与思考

92



治认同、情感认同，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深入

人心、落地生根。
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要牢牢掌握好意识形

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把坚定师生“四

个自信”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键，坚持

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

位。持续加大防范校园传教渗透和反邪教工作力

度，彻底解决估计不足、重视不够，积极性和主动

性不强以及不敢管、不愿管、不会管的问题。要正

确区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既反对打着学术研

究旗号从事违背学术道德、违反宪法法律的假学

术行为，也反对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混淆起来、
用解决政治问题的办法对待学术问题的简单化做

法。让科学研究无禁区、课堂讲授有纪律、公开言

论守规矩[3]的要求落到实处，筑牢马克思主义在高

校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断增强社会主义

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

二、必须牢牢把握好正确的舆论导向

毛泽东强调，要“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

行动”[4]1319。要做到这一点，离不开宣传工作，更加

离不开正确的舆论导向。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

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5]564 只有

舆论正确，才能统一思想、凝聚力量。新闻宣传是

高校进行组织传播、行政管理、舆论引导及文化建

设的重要渠道和手段，高校宣传思想工作者必须

牢牢把握好正确的舆论导向。
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就要唱响主旋律，壮大

正能量，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
信力，让主流思想舆论的正能量充盈激荡校园，为

高校改革发展营造良好舆论氛围，把全校师生士

气鼓舞起来、精神振奋起来，朝着立德树人和成长

成才的目标团结一心向前进。
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就要聚焦党的创新理

论，聚焦高等教育的目标任务，围绕学科、学术、学
者和学生开展新闻报道，真正体现高校新闻宣传

工作在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宣传当代中国马

克思主义的旗手作用，真正体现服务高校办学治

校、立德树人事业的独特属性。
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就要不断加强传播手

段和话语方式创新，抓实抓好融媒体中心建设和

新媒体联盟建设，打造更多自主可控、具有强大影

响力的主流新媒体平台，打通报、台、网、微、端，整

合主流媒体资源向端上聚集，推动学校各类宣传

力量在端上发声，不断扩大在移动终端的覆盖面

和影响力，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凝聚合力

的最大增量。
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要按照新闻传播和受

众特点规律，切实增强校院官网的宽度、微博的效

度、微信的温度和校报校刊的厚度。重大宣传报道

选题要根据媒体特点，区分不同角度和话语风格，

做到平面媒体和官网主流媒体“立题站台”，其他

新媒体“唱念做打”，同唱一首歌共唱一台戏。对于

一般性选题，可通过划分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

不同受众做不同侧重点选题，做到既“吸眼睛”，又

“动人心”；既顺势而为，又乘势而上，实现时、度、
效的统一，努力实现高校新闻宣传工作往高处领、
往实里做、往心里走。

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要高度重视、有效引导

和科学应对网络舆情工作。校园网络舆情引导得

好，可以让网络舆论真正成为师生民意的“晴雨

表”、校园稳定的“黏合剂”、道德价值的“风向标”[6]，

使网络舆情变成满足合理诉求、疏解不良情绪、构
建和谐校园的一把利器。反之，如果拖延应对、虚
情应对、缺位应对，则可能会让很小的校园舆情炒

作跑偏而变成凶猛汛情。围绕看点、放大亮点、降
温炒点、回答疑点、点亮盲点[7]，是有效引导和应对

舆情的关键。通过总结反思引发负面舆情的盲点、
失误，不断改进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和能力，做到举

一反三，避免激发同类舆情和次生舆情是根本。

三、必须牢牢把握好正确的价值取向

“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

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8]320。“思

想战线上的战士，都应当是人类灵魂工程师”[9]40。传

播思想、引领价值是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任务。大

学作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

阵地，其价值取向的正确与否，不仅事关青年学生

的价值塑造，事关整个社会未来的价值走向，更事

关国家发展、民族未来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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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命运，高校宣传思想工作者必须牢牢把握好正

确的价值取向。
把握正确的价值取向，必须把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新时期社会主义大学的重

要使命，作为高校立德树人的中心工作，作为高校

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任务。高校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做好宣传教育引导，构建起

全方位、立体化、多维度的宣传平台，充分发挥微

信、微博等新兴媒体平台作用，宣传校园“好人好

事好榜样”，讲好校园好故事，使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内容要求处处可见、时时可闻，充盈空气、
沉淀校园。让课堂教育、活动渗透、示范带动、社会

实践、文化熏陶、典型塑造、志愿服务、社会协同、
制度保障等有机结合贯通，使培育和践行核心价

值观落细落小落实。
把握正确的价值取向，要找准服务师生成长成

才的结合点和契入点，宣传服务师生的鲜活案例，

营造以师生为中心的浓厚校园氛围，引领学校教学

科研管理和后勤服务保障的工作方向和着力点，切

实让以人为本、以学为尊的理念根植校园。
把握正确的价值取向，要矢志不渝地宣传引

导树立优良的学风、教风与宣讲弘扬优良的师德

师风密切结合，完善典型塑造感化的宣传长效机

制，让优良教风带动优良学风，优良的教风学风积

淀孕育优良的校风，让优秀的师德涵养震撼青年

学子心灵。

四、必须牢牢把握好正确的文化走向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一

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

民族强。”[10]33 文化传承与创新是大学的五大职能

之一，而大学文化是大学的灵魂、风骨和品格[11]，是

大学最重要的竞争力，在大学的办学理念、人才培

养、队伍建设、服务社会等工作中贯穿始终，发挥

着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重要作用，是实现大学职

能的动力源泉和精神力量。把握好正确的文化走

向，建设自觉与自信的大学文化，高校宣传思想工

作者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引领，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为大学文化的主题，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

心的时代精神为大学文化的主线，用主流文化的

积极影响去克服和消弭非主流文化的异化现象，

唤起自由、独立、人文、科学、创新、批判的大学精

神，让我们的大学文化建设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

前进和发展。
把握好正确的文化走向，必须坚持以文育人、

以文化人，要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作为首要任务贯穿到文化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运

用各类文化形式生动具体地表现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传递积极的人生追求、高尚的思想境界和健

康的生活情趣。要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尊崇革

命文化，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并使之与校园文

化建设相融通，精心打造特质校园文化。
把握好正确的文化走向，必须统筹兼顾大学

政治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治理文化、学术文

化、环境文化、网络文化等各方面，倡导建设和谐、
协调、适用、高雅的物质文化，科学、合理、活力、高
效的制度文化，倡导追求崇尚创新、真理至上的学

术文化，肯定赞美坚守科学精神、人文精神和追求

文化高尚品位。
把握好正确的文化走向，要按照创建文明校

园“六个好”[12]的标准要求，精心做好大学文化建设

规划，在注重环境硬件、视觉形象、制度规范等显

性文化建设的同时，更加注重治学理念、价值追

求、融媒传播等隐性文化和网络文化建设，强化文

化建设协同观念，努力建设具有较强国际文化传播

影响力，具有师生认同的优秀教风学风校风，具有

广阔的文化视野和强大的文化创新能力，并形成引

领社会进步、特色鲜明的大学精神和大学文化。

五、必须牢牢把握好正确的职业志向

高校宣传思想工作队伍是党的宣传思想工作

的一支重要力量，加强和改进高校宣传思想工作

队伍建设是一项战略性基础工程。[13]做好新时代高

校宣传思想工作，离不开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

强、求实创新、能打胜仗的宣传思想工作队伍。让

高校宣传思想工作好起来强起来，首要是高校宣

传思想工作队伍应树立做好宣传思想工作的职业

理想，强化做好做强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职业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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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和事业追求，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
把握好正确的职业志向，就必须有高站位。从

更高站位来准确把握新时代高校宣传思想文化工

作和全国教育大会的新要求，坚持高站位谋事、高
标准干事、高质量成事，善于从大处着眼、从小处

入手，既要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老实人，提高政治

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又要找准在学校立德树人

事业中的工作契合点，立足自身岗位做好本职工

作，时刻与中央最新部署要求对标对表，始终严格

标准、追求卓越。
把握好正确的职业志向，就必须有真本领。要

不断掌握新知识、熟悉新领域、开拓新视野，增强

本领能力，加强调查研究，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
力、笔力。[1]“四力”既是构成本领能力的重要内容，

也是提升本领能力的方法路径。要通过学习和实

践练就“金刚不坏之身”，把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看家本领，真

正拥有“几把刷子”，熟悉并运用好现代传媒新手

段新方法，做到坐下来能写、站起来能讲、走出去

能干，成为底气足、腰杆硬、全面强的宣传思想行

家里手。
把握好正确的职业志向，就必须善创新。习近

平强调，“宣传思想工作创新，重点要抓好理念创

新、手段创新、基层工作创新”。[14]作为思想、文化和

人才高地的高校，做好做强做实宣传思想工作就

更需要善于创新勇于创新，把改革创新的精神贯

穿于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各个领域，体现在宣传

思想工作的各个环节。那种官本位行政化的新闻

报道，那种“一篇通稿打天下”的思维惯性，那种口

号式、机械式的传达宣讲，那种“报纸跟着网站跑、
网站跟着公号跑”的简单机械，那种表面轰轰烈

烈、照搬照抄“留声机”式的大水漫灌，那种“盆景

化”“季节化”的文化建设做法，那种“事前高度近

视、事中高度重视、事后不了了之”和“家家都有

丑，捂住是好手”的舆情应对态度……都需要我们

打破常规的思维和手段，突破固有观念，冲破思维

定势，真正打通痛点、难点和堵点，在改革创新中

实现宣传思想工作的与时俱进。
把握好正确的职业志向，必须有宽肩膀。担当

是谋事成事之道，敢于担当是一种政治责任。担当

大小，体现着干部的胸怀、勇气、格调，有多大担当

才能干多大事业。高校宣传思想工作干部要以饱

满的精神状态、强烈的责任担当，围绕学校中心工

作，找准宣传思想工作在立德树人事业中的切入

点关键点，遇到困难不退缩，面对矛盾迎着上，敢

于亮剑、善于担当，彻底解决唱功好、做功差、实功

少、虚功多的顽疾。充分发挥牵头协调统筹作用，

做好工作共融、资源共享、活动共振、机制共建，打

好组合拳，奏响交响乐，逐步构建起大宣传、大文

化、大思政工作格局，真正让高校宣传思想工作实

起来好起来强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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