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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加强高校安全稳定工作，营造安全和谐的育人环境，是履行办学使命的必然要求，

对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书写好新时代教育“奋进之笔”意义重大。维护高校安全稳定，必

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抓好理论武装，加强阵地管理，创新工

作载体，加强防范处置，为维护社会大局稳定注入正能量并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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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高等教育

事业发展提出了新要求，也对高校安全稳定工作

提出了新要求。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改革发展

的前提。高校肩负着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培
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大

任务，维护高校安全稳定责任重大。新时代，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

述，统筹高校发展和安全，对于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为人民群众提

供更充分、更均衡、更优质的教育供给，书写好教

育“奋进之笔”具有重要意义。

一、深入学习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

观重要论述的丰富内涵

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也是改革

发展的头等大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巩固执政地位、实现执政使

命，就做好国家安全工作进行科学谋划。习近平着

力围绕新时代“坚持什么样的国家安全观”“如何

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等重大时代课题，创造性地

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把我们党对国家安全的认

识提到新高度，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这既是指导新时代国家安

全工作的思想武器，也是做好高校安全稳定工作

的行动指南。
2014 年 4 月 15 日，习近平主持召开的中央国

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总体国家安

全观，他强调：“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

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

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

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1]4

总体国家安全观主要涵盖 10 个方面的内容：既重

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既重视国土安全，

又重视国民安全；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

安全；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既重视

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这就构成了总体国家

安全观的丰富内涵，也为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提

供了目标指向。
习近平高度重视国家安全体系建设。他强调

指出，要构建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

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
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

体系。这既充分体现了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的丰

富性，又深刻昭示了政治安全的根本性。2015 年 7
月 1 日，全国人大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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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安全法》，对涉及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进行了明

确规定，为新时代维护国家安全工作提供了法律

依据。党的十九大强调指出：“必须坚持国家利益

至上，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统

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
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

完善国家安全制度体系，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

设，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2]24 把坚

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纳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这充分说明了维护国

家安全的极端重要性，为做好新时代国家安全工

作提供了总遵循。
高校的首要职能是培养人才，这是直接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薪火相传的长远战略。高

校是立德树人、培养人才的地方，是青年人学习知

识、增长才干、放飞梦想的地方，同时，高校也是意

识形态工作的前沿，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征程中地

位特殊而重要。高校安全稳定，关乎办学使命的实

现，关乎社会大局的稳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关

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抓好安全稳定工

作，对于营造和谐生活环境、维护师生合法权益、促
进社会大局稳定意义重大。

二、清醒把握高校安全稳定工作面临的

新形势

高校安全稳定是广大师生安全感的“晴雨表”，
也是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风向标。当前，高校总体

保持稳定，师生思想状况平稳向上，但高校安全稳

定与时代的要求、教育的期待还有一定差距，面临

新的形势和挑战，不稳定因素时有存在，应引起高

度重视，亟待加强和改进，更好地维护校园和谐稳

定，促进学生健康成长成才。
（一）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形势纷繁复杂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和国家一项极端重要的工

作，关乎旗帜、道路和国家政治安全。高校处在意

识形态工作前沿阵地，是最需要加强和重视的领

域。然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肆意攻击党的领导、
社会主义制度，借着敏感事件、特殊节点恶意炒

作，制造思想混乱，还有敌对势力内外勾结，推波

助澜，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不同程度地影响着高校

的安全稳定，个别高校教师把西方价值观奉为圭

臬，参与敏感组织，大肆宣传西方错误观点，学术

研究和政治底线失守，这不仅败坏了人民教师的

形象，也给高校的改革发展带来消极影响。互联网

的迅猛发展，深刻影响着青年学生的思维方式、价
值观念和行为方式，正所谓“每日必网”“无网不

在”已成为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互联网已成为意

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一些敌对势力在网上与我

们争夺阵地、人心、青年，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严重

损害青年学生的身心健康。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

全，不仅关乎高校安全稳定，而且直接影响意识形

态安全和政权稳定。不难看出，意识形态领域斗争

的复杂性、尖锐性为新时代高校安全稳定工作带

来了严重挑战，也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二）抵御和防范校园传教渗透面临挑战

有效抵御和防范校园传教的渗透，是维护高

校安全稳定的重要一环。一些敌对势力和组织披

着宗教外衣逐渐把渗透的重点转向高校师生，干

扰师生思想、学业，给高校安全稳定工作带来严峻

考验。从现实来看，敌对势力主要是利用传教，特别

是一些邪教来实现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社会稳

定大局、传播错误思想观念的政治图谋，妄言以信

教为由，干扰和影响高校正常教学生活秩序，打着

宗教的幌子，利用高校的资源宣扬所谓的宗教和有

关的错误思想观念，而宗教问题往往与民族问题交

织在一起。高校青年学生中有不少少数民族学生，

他们有着自己的宗教信仰，一些敌对势力有意把注

意力放在少数民族学生身上，通过非法传播、歪曲

教义，达到扰乱思想、破坏和谐的目的，这就需要妥

善处理好正常宗教信仰和少数民族思想教育、防范

校园传教和抵御渗透的关系。同时，个别来华留学

生、教师背负着“特殊使命”，作为境外势力的代言

人，来到我国进行非法传教，破坏校园安全稳定。可

见，有效抵御和防范校园传教的渗透不可懈怠。
（三）涉及青年学生安全的事件时有发生

高校青年学生生命财产安全无小事。高校青

年学生承载着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他们的健

康成长需要安全稳定的校园环境来保障，安全就

是青年学生的生命线，没有安全，就谈不上学生美

好的未来。当前，学生因学业压力、情感问题、就业

困窘等问题而自杀的现象时有发生，多年辛苦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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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付诸东流，给家庭、学校造成严重影响，也亟需

采取有效举措予以防范。少数教师思想政治状况

令人堪忧，理想信念淡漠，政治立场缺失，违背教

师职业要求，触及高校教师“师德红七条”红线，背

离“四有”好老师标准、“四个引路人”要求，发生严

重的师德失范行为，甚至还有个别教师利用教师

身份，以论文指导、考试辅导、毕业就业等为借口，

对学生实施性骚扰，触犯道德、纪律和法律的底

线，学生的安全受到威胁，严重损害学生身心健

康，败坏了人民教师的形象，也引发了人们对高校

安全问题的思考。这些问题令人警醒，与教师的使

命、社会的期待严重不符，既需要有关部门予以重

视，更要采取有效举措，维护高校安全稳定，为青

年学生健康成长营造安全和谐的良好环境。

三、新时代谋划高校安全稳定工作的现

实选择

习近平强调：“我们要从国家政治安全和意识形

态安全的高度，认清维护高校和谐稳定的重大意义，

把高校建设成安定团结的模范之地。”[3]抓好高校安

全稳定工作，要强化问题意识，坚持系统思维，抓好

理论武装，强化政治引领，加强阵地管理，筑牢安全

防线，适应媒体融合，创新工作载体，聚焦工作机制，

加强防范处置，努力实现安全稳定工作高质量发展，

为固守国家安全、培养时代新人提供坚固屏障。
（一）抓好理论武装，强化政治引领

政治上的坚定来源于理论上的清醒。没有马

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提高，就不会有政治上的成

熟。维护高校安全稳定，关键要抓好领导干部、广
大教师、青年学生的理论学习，坚定理想信念，坚

守政治信仰，增强政治警觉性，以政治上的坚定抵

御错误思想的侵扰。一是抓住“关键少数”。抓好理

论学习，首要的是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
加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发挥理论学习“风

向标”作用，带动各级领导干部理论学习，着力深

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切实筑牢办学治校的思

想根基，不断增强办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大学的使命担当。二是管住“绝大多数”。要抓好教

师集中理论学习，引导教师在理论学习中提升素

养、坚定自信、增强觉悟，带头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切实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学习成效转化为立德树人政治自觉，落实“四

有”好老师标准、“四个引路人”要求，努力成为先

进思想文化的传播者、党执政的坚定支持者，更好

地担起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新人的神圣使

命。三是用科学理论武装青年。要重视青年理论学

习，着力在丰富形式、创新载体、搭建平台上下功

夫，深学笃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提升理论素养，砥砺意志品质，把牢理想信念

这个“总开关”，补足“精神之钙”，立足广袤大地，

开展社会实践，逐步深化对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

学习理解，不断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

信”，争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二）加强阵地管理，筑牢安全防线

维护高校安全稳定，迫切需要牢固树立阵地

意识、加强阵地管理。意识形态领域是争夺“制脑

权”没有硝烟的战场，一旦阵地失守，其他防线就

会不攻自破。维护高校安全稳定，要着力抓好课堂

教学、宣传思想阵地管理，防范校园传教和抵御渗

透，以强有力的管理筑牢严密防线。一是抓好课堂

教学这个育人的主渠道。要强化课堂教学的基础

性作用，引导教师用心用情上好每一节课，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师要自觉把党的理论创新成果、中华

民族传统美德、青年学生时代责任体现在教学中，

为学生成长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其他课程要与

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协同育人，助力学生成

长。要贯彻课堂讲授有纪律的要求，维护课堂教学

安全运行。二是加强宣传思想阵地管理。加强哲学

社会科学报告会、研讨会、讲座、论坛的管理，强化

管理责任，严把场地、人员、内容关，使之成为传播

真理、亮剑发声的坚强阵地，决不给不良思想舆论

传播的余地。同时，抓好师生社团运营管理，健全

备案成立、活动开展、年度检查全链条式监管机

制，严防不良势力插手，打造师生交流思想、增长

见识、成长成才的安全平台。三是抵御和防范校园

传教的渗透。要认真落实教育与宗教相分离原则，

加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教育，开展宗教常识教育，

引导师生了解宗教产生发展的历史、国家宗教政

策，不断增强自身免疫力。要健全协同机制，严防

以宗教名义开展的暴恐活动，坚决反对宗教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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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加强反邪教宣传教育，最大限度挤压非法宗

教在高校的生存空间，营造安全放心的育人环境。
（三）适应媒体融合，创新工作载体

媒体融合发展是网络和数字技术迅猛发展的

必然趋势。传统媒体影响力不断向网络空间延伸，

新媒体影响舆论能力日渐增强，网上杂音噪音不

断，这就要求以新思维新形式应对高校安全稳定

工作新挑战。适应媒体融合新态势，创新安全稳定

工作载体，要着力健全舆情监控机制、培育健康网

络文化、加强工作队伍建设，使高校安全稳定工作

活起来，不断增强时代感和实效性。一是健全舆情

监控机制。树立“互联网 +”思维，运用大数据，建立

师生常态化舆情监控机制，密切关注带有苗头性、
倾向性的舆情信息，充分了解师生思想状况，特别

要注重把握特殊时期、敏感节点的思想动态，合理

化解、疏导不良情绪，引导师生把主要精力聚焦到

教书育人、完成学业上来，为学校安全稳定工作注

入正能量。二是培育健康网络文化。要围绕高校安

全稳定工作，结合师生思想特点，精心打造主题教

育网站，充分利用新媒体新技术传播即时、信息量

大、受众面广的优势，构建“网络党校”“支部微信

群”“党员网上社区”等教育平台，及时进行理论学

习、政策宣传、思想引导，引导广大师生在交流互

动中接受教育、健康成长。三是加强工作队伍建

设。新媒体新技术的快速发展，对工作队伍的能力

素养提出新要求。新形势下，既要注重打造精通以

往高校安全稳定工作特点规律、方式方法的专门

队伍，也要善于培养了解新媒体运营管理模式、熟
悉新媒体语言、掌握新媒体技术的工作队伍，打造

行家里手，既会“键对键”，又能“面对面”，高质量

做好安全稳定工作。
（四）聚焦工作机制，加强防范处置

加强工作机制建设，是确保安全稳定工作畅

通运行的关键。扎实做好新时代高校安全稳定工

作，提升安全稳定工作质量，不仅需要遵循教育规

律、创新方式方法，还要健全工作机制，及时防范

处置风险。维护高校安全稳定，要以平安校园建设

为抓手，着力健全领导协同机制、风险预警评估机

制、共抓共管防控机制，以科学有效的工作机制筑

牢安全“防火墙”。一是建立健全领导协同机制。构

建安全稳定的工作大格局，要强化政治责任和领

导责任，高校党委统一领导、党政工团齐抓共管、
党委保卫部门牵头抓总、有关部门和院系共同参

与，加强调查研究、科学谋划和沟通协调，完善部

门协作常态机制，逐步压实基层院系工作责任，把

安全稳定责任扛在肩上、记在心间、抓在手中，形

成上下联动、同频共振的工作合力。二是健全风险

预警评估机制。安全稳定工作，重在风险防范，防

患于未然。要增强政治警觉性，注重捕捉信息，畅

通信息渠道，对于搜集到的信息进行科学评估，做

到情况明确、底数清楚。同时，要善于查找安全风

险点，对于潜在性、苗头性问题，及时研判，制定科

学有效的应急预案，分类指导、区别对待，做到有

的放矢、精准施策，为更好地化解危机、维护安全

奠定工作基础。三是健全共抓共管防控机制。要秉

承“大安全”理念，安全稳定工作不单是保卫部门

的事，意识形态工作、教师思想政治工作、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后勤服务保障、校园网络信息以及

校园周边环境综合整治等都是整个安全体系中的

重要一环，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威胁到整

个安全体系，影响学校改革发展，这就需要政府部

门、学校和社会各界协同作战、密切合作，共同筑

起安全稳定的“坚固防线”。
维护高校安全稳定，是高校改革发展的题中

应有之义，也是履行办学使命的重要保障。加强安

全稳定工作，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引，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社会主

义办学方向，抓好理论武装，加强阵地管理，创新

工作载体，加强防范处置，全力维护高校安全稳

定，为实现新时代安全稳定工作高质量发展，培养

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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