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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针对价值观念多元化的“00”后大学生开展行之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值得深思。本文基于“三全
育人”理念，着重探讨青海大学作为民族地区的高校如何充分发挥“全员化”育人模式，同“全过程”、
“全方位”育人形成联动效应，提高思政工作质量，构建完善的工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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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it is worth pondering to develop effectiv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r post-00s
college students with diversified values.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three wide education”,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how Qinghai University, as a university in ethnic regions, can give full play to the
“all-staff-participation” education model, form a linkage effect with “whole process” and “all-round”
education, and improv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ork quality and build a complete work
system.
文章引用: 杨卓. 青海大学全员思政育人模式研究[J]. 创新教育研究, 2021, 9(4): 1138-1141.
DOI: 10.12677/ces.2021.94187

杨卓

Keywords
Ethnic Regions, Three Wide Education, All-Staff-Participation, Education Mode

Copyright © 2021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校全面落实思政育人工作，必须充分发挥立德树人的重要作用，实现全员参与、
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的目标[1]。在全国高校教育深化改革的背景下，青海大学作为西北高原民族地区的
高校，育人工作面临更多挑战。坚持把“立德树人”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发挥全员协同合作效应是青
海大学面对新时代“00”后大学生做好思政育人工作的重中之重。

2. 全员思政育人模式的内涵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全员育人、全方位育人、全过程育人”的理念开始形成并推广应用，“全
员”着重强调学校、家庭、社会、学生在育人工作中的重要性；“全方位”重在说明以校园文化、学生
社团、技能竞赛等多种方式形成良好的育人空间；“全过程”指明育人工作要从学生踏入校门开始直至
走出校门为止。
全员化育人离不开全方位育人营造的良好氛围，亦不可脱离育人工作的整个过程。全员思政育人模
式是基于“三全育人”理念而构建，使得高校全体教职工在各自岗位上各尽其能，发挥好学校、家庭、
社会、学生组成的“四位一体”的育人机制。党政管理干部、思政专任教师、辅导员、班主任、图书馆
工作人员、后勤保卫人员等学校工作者要结合各自岗位职责积极参与学校思政育人工作；学校辅导员、
班主任要主动与学生家长建立联系，引导学生家长做好思政育人的得力帮手；学校层面要适时邀请校外
知名人士、优秀校友与在校学生良好互动，丰富育人主体；校团委、学生会要及时发现学生中的先进分
子，着重培养使其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2019 年 7 月 14 日青海大学印发《推进“三全育人”工作实施方案》，该方案重视全员育人工作，
提出育人主体的重要性，强调创新学校思政工作实施体系。

3. 全员思政育人的必要性
一是，“00”后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的必然要求。“新媒体”时代下，大学生接收信息呈碎片化，
其思想观念和行为在多种信息影响下，价值观念趋于多元化[2]。大部分学生属于独生子女，自理能力、
自控能力相对较弱，面对挫折心理承受能力不强，容易滋生思想和心理问题。全员育人模式明确了学生
学习、生活环境中所有参与者、存在者的责任，除了课堂以外，将更多在学生生活环境中帮助、关心学
生，更加注重思想教育。
二是，帮助学生树立民族团结意识，做好团结少数民族同学的必然要求。青海大学地处西北高原民
族地区，学校招收全国各地考生以及本地各民族考生，学生们的生活习惯和思想观念难免有差异，班主
任、辅导员、宿管人员、家长、优秀学生代表无疑是引导学生在生活、学习中求同存异，与同学建立良
好关系的主力军。
三是，合力育人机制建立的必然要求[2]。资源的整合利用往往可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一般在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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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工作中，党政管理干部、专任教师、班主任、辅导员、后勤保卫人员等工作人员并未形成合力，全
员育人模式要求全体在校教职工加强沟通，互通有无，形成思政育人的有效整体[3]。

4. 构建全员思政育人模式的举措
4.1. 顶层设计，完善相关制度体系
校党委是学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核心[4]，对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实施全面领导，负有主体责任，建
立校党委统一领导、部门院系分工负责、全员协同参与的工作机制，不断加强督导考核，严肃追责问责，
把“软指标”变成“硬约束”，确保全员育人工作落到实处。加强辅导员、班主任队伍建设，修定《青
海大学辅导员管理办法》《青海大学班主任管理办法》和《青海大学辅导员考核办法》等制度，制定《青
海大学进一步加强辅导员队伍建设实施意见》、《青海大学班主任考核办法》，对辅导员、班主任队伍
准入条件、培养与提高，辅导员、班主任工作与发展的政策保障，做出具体规定[5]。

4.2. 构建全员联动模式，形成育人合力
高校全员化育人模式的构建是一项系统工程[6]，需要围绕思政育人目标打造联动育人队伍，形成全
员育人合力。
第一，实施多级联系制度。充分发挥党政干部、专业教师等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人才培养中的
重要作用。开展干部联系学生工作，即每名校领导至少联系 1 个二级院系，每名校领导、处级干部、高
级职称教师联系 1 名“待关爱学生”，倡导领导班子成员、高级职称教师每人联系 1 个班级或 1 个宿舍
或 1 个社团；通过定期面对面接触学生，给联系的学生讲思想政治理论课或形势政策课，走访联系学生
宿舍，检查卫生及安全隐患，随堂听课等方式，形成共同关心支持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强大合力[5]。
第二，全面推行本科生导师制。制定《青海大学本科生导师制实施方案》，以“三导”(思想引导、
学习辅导、心理疏导)为核心内容，在师生间建立起一种相对固定和连续的导学关系，导师们全程参与育
人活动，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科研水平和创新能力。采取两种模式推行导师制，一是“一对多形式”，
通过师生双向选择，确定一位导师指导 10 名以内学生；二是“多对多形式”，两位以上导师组成导师组，
共同指导一个学生项目团队，导师组组长由我校知名教授、院系领导、博士、管理干部等担任，由具有
硕士及以上学位或获得中级及以上职称的教师承担导师任务。学校通过设立“导师工作室”等形式，为
导师开展工作创造有利条件[5]。
第三，不断完善密切联系师生制度。进一步加强校领导与广大师生员工的沟通联系，畅通言路，广
泛听取师生员工对学校工作的意见建议，通过两周一次的校领导接待日和网上书记校长留言板，畅通联
系师生渠道，切实解决师生员工在工作、学习和生活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形成师生员工共同推动学校事
业发展的良好氛围，不断改进学校工作，提升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努力办人民满意的教育[5]。
第四，启动“先锋育人”引领计划。着力发掘一支结构合理、经验丰富的先锋育人队伍，充分发挥
退休领导干部、优秀党务工作者、优秀思想政治工作者、优秀校友等的协同育人功能，以亲历者和践行
者的角度，通过进校园、进班级、讲党课、作报告等多种形式，为全校师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形
成特色、树立品牌，以榜样的力量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活动[5]。
第五，构筑“朋辈示范”教育平台。通过朋辈教育活动，打造朋辈学习共同体，形成以学生学习帮
扶小组、心理互助团队、老生带新生、读书会等形式的朋辈示范中心，经常性邀请优秀学子开展经验分
享活动，用身边的人、身边的事教育身边的学生，实现优势互补，互相促进，共同成长的学生交流方式，
使学生能够更勤奋学习，提高自己，顺利地成长成才[5]。
总之，高校在开展思政育人的工作中，应该利用多元化的教育手段，实现师生之间的良好互动，促
DOI: 10.12677/ces.2021.94187

1140

创新教育研究

杨卓

进学生全面发展，确保全员育人机制有效运行，打造优良的育人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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