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ns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农业科学, 2020, 10(3), 144-147
Published Online March 2020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hjas
https://doi.org/10.12677/hjas.2020.103022

Thoughts on the Rura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of College-Graduate
Village Officials in the New Era
Huixia Zhang
College of Mechanical and Ocean Engineering, Jiangsu Ocean University, Lianyungang Jiangsu
Received: Mar. 4th, 2020; accepted: Mar. 19th, 2020; published: Mar. 26th, 2020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trend of rura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is analyzed,
the role and significance of college-graduate village officials in rura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is clarified, some thoughts are put forward on college-graduate village officials in rura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in the new era and make a summary that college-graduate village officials
should “keep Party in mind on politics, take responsibilities on overall situation, learn more on
study, be skillful on professional work”, thus we can do well on rura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and become an outstanding college-graduate village officials in new era who are rich in substances
while speaking, accurate in content while writing, devoted while working and thinking more while
relax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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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分析当前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现状与趋势，明晰大学生村官在农村思想政治工作中发挥的作用与意义，
提出新时代大学生村官在农村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几点思考，梳理总结出大学生村官应具备“讲政治，心
中有党；讲大局，肩上有责；讲学习，胸中有墨；讲业务，手中有艺”的素质，方能做好农村思想政治
工作，成为新时期有话能说、提笔能写、有事能做、无事能思的优秀大学生村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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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现状与趋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农村面貌正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农村思想政治工作也面临着严
峻挑战，部分农民信仰缺失，相当一部分人集体主义观念淡薄，少数农村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所有这
些都严重制约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动摇党在农村的执政根基。留守的农村人口文化水平较低，接受
新思想的能力较弱，农村思想政治工作难以推进；此外，外出务工的年轻人长期脱离组织管理，处于思
想政治工作的“盲区”。农村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力量薄弱，自身的理论素质不高，难以开展思想政治工
作[1] [2] [3] [4]。部分基层工作人员有职无岗，收入较低，工作积极性不高，对思想政治工作存在敷衍了
事的态度。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通知》，在搞活经济，继续放宽“稳
定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适应商品生产的需要，发展多种多样的合作经济”等政策的同时，要大
大加强和改进党在农村的思想政治工作，逐步提高农民的政治、思想觉悟，使人人争做有理想、有道德、
有文化、守纪律，爱祖国、爱党、爱集体的社会主义农民，团结一致，为实现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的新局面，奋发图强。

2. 作用与意义
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
弱在农村，难在农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新变化，面对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农村思想政治工作还存在许多困难和挑战。大学生
村官计划作为党和国家的一项政策，是在新时代和新农村建设的基础上应运而生的，在新时代新农村的
建设进程中，大学生村官在农村思想政治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对农村各项事业的
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大学生村官作为新鲜血液注入到村级组织，在农村思想政治工作中应从问题
中寻找突破口，提高自身的工作素质，发挥自己的独特优势，寻找方式方法做好农村思想政治工作。但
是大学生村官在农村思想政治工作中作用的发挥仍然受到一定的限制。正确理解大学生村官思想政治工
作的内容，把握大学生村官职责和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开展新时代大学生村官在农村思想政治工作中的
作用研究意义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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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学生村官做好农村思政工作的要求
通过图 1 的研究思路，调查新时代大学生村官在农村思政工作现状。一方面，从本校毕业生中抽取
代表性的村官开展调查，主要从村官的视角，了解和分析做好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困难和解决的办法。
另一方面，联系走访大学生村官所在村、镇，从工作单位、上级领导部门视角，考量大学生村官在做好
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和效果。第三，走访典型村民(政治面貌不同、年龄层不同、留守或外出务工、
务农或经商等多种)，从村民的视角，了解大学生村官的在做好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发挥的作用程度和认可
度。从以上多角度开展新时代大学生村官在农村思政工作中的探索、思考和研究，发现分析梳理了如下
问题和不足。一是，村官流动性比较大，有一部分大学毕业生选择担任村官是基于就业，而不是事业。
二是，地方政府对大学生村官缺乏管理，往往需要自我管理。三是大学生村官工作中激情有余而往往工
作经验不够。四是，从学生到村官的角色转变的同时，更需要能力的同时提升。五是，对农村思想政治
工作的认识不深入，开展工作往往方法单一，方式简单。那么新时代大学生村官怎样才能在农村思政工
作中发挥更大作用呢，应具备以下“四讲四有”的素质。

Figure 1. Flow chart of thinking research
图 1. 思考研究流程图

3.1. 讲政治，心中有党
农村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大学生村官是在一线直接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宣传、落实到基层的具体组织者、实施者。岗位非常光荣，责任十分重大。作为一名农村思想政治工作
者要做到讲政治，在思想上，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把准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同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行动上，要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上级党委的决策和部署；在纪律上，
要严格要求，严守政治纪律、保持政治定力，不踩“红线”、守住底线。不能因压力大，就有包袱、有
怨言，要无条件服从党委决策。作为党员干部，要带头、率先领任务。在重大任务面前，敢于克服困难，
率先垂范，不折不扣执行上级党委决策，就是很好的讲政治表现。

3.2. 讲大局，肩上有责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应遵循的重要原则。检验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成效，不
是仅仅看考察培养发展了多少名党员，上了多少次党课，开展了几次党日活动，更重要的是看工作是否
有利于村里的发展和村民的利益，是否有利于推动中心工作，是否有利于农村发展。因此农村思想政治
工作者要时刻牢记肩上所负的责任，要有勇于创新，甘于奉献的精神，进一步强化责任意识，要把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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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工作放到大局中去谋划，找到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和中心工作的切入点，要自觉站在领导同一角
度考虑问题，围绕大局工作，开展调查研究，想思路，出点子，做好参谋和助手。从而实现农村思想政
治工作和中心工作同频共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相互发展。工作中，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
工作要服务中心工作。

3.3. 讲学习，胸中有墨
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成熟的基础，政治上的坚定来源于理论上的清醒。党的理论是与时俱进的，
在新的形势下，各种新理论、新知识、新信息扑面而来，不学习就会缺少理论的源泉；不学习开会就容
易讲空话、套话，没有感染性；不学习上党课就会干巴巴、空洞洞，没有吸引力；不学习处理工作就会
方法陈旧、手段落后、成效不高。因此大学生村官作为农村思想政治工作者，要重视理论学习。既要学
习马列主义原著，也要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要学习党章、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
知识，还要学习各项政策法规和党务知识。而且要不断涉猎哲学、文学、美学、历史学、心理学、社会
学、教育学、管理学等方面的知识。
知识贫乏是农村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大忌，大学生村官在农业技术上比不上别的同志，一定要在综合
知识方面尽量比其他同志学习多一些，掌握广一些。唯有不断充电，不断积累，在遇到问题时才会有底
气。要想给村民半桶水，自己必须拥有一桶水，否则就无法向村民传授，村民内心也会小瞧村官，觉得
名不副实。工作效率效果同样会大打折扣。

3.4. 讲业务，手中有艺
农村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项业务性、操作性和原则性都很强的实务工作。政策是生命线，程序是高压
线，严肃规范是底线。如选举党代表、积极分子考察、吸收预备党员、党员转正、民主评议党员等，组
织规定的程序一个都不能少，每一个步骤，每一个环节都必须按制度、按规章办事，来不得半点主观臆
断、随意发挥和人为更改。吃透政策，明晓制度，精于业务，是大学生村官做好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前
提。农村思想政治工作者，大都还要承担繁重的行政等其他工作。因此，在工作之余，要勤于学习业务、
钻研业务，在实践中要善于熟悉业务、精通业务。

4. 结论
做好新时代的农村思想政治工作，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大学生村官知识丰富、年富力强、朝气蓬
勃，工作过程中要在上级党组织的正确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保
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工作作风，以更加饱满的工作热情，奋发有为，开拓创新，为新时期农村各项
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做新时期有话能说、提笔能写、有事能做、无事能思的优秀大学生村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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