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tudy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Methods and Mechanisms for 
Overseas Returnee in Universities 

Wei Gao1,a,*, Yubo Nie1,b, Song Kong1,c and Xinlong Zhou2,d 
1School of Safety Engineering, Ningbo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Ningbo, Zhejiang, China 

2School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Hubei, China 

agwei@live.com, b569789378@qq.com, c517647539@qq.com, d1782101715@qq.com 
*Corresponding author 

Keyword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Overseas returnee, Mechanism.  

Abstract. In China, overseas returnees are gathering in universities, which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teaching and research work. However, overseas returnee face lot of difficulties in teaching, 
research and life. In order to solve those problem, it need to update the concept of work, find the 
new changes and new situation of the overseas returnee, keep touch with them, and understand what 
they think.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innovate the working methods to enhance the cohesiveness of 
teachers and inspire the enthusiasm by security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overseas 
returnee. It also needs to improve the working mechanism to ensure that all tasks i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are put in place by coordinating all departments and establishing a solid linkage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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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国内高校是“海归”人才聚集之地。“海归”人才在高校教学科研工作中发挥着

重要的作用。“海归”人才在教学、科研、生活面临诸多困难。因而要从转变工作理念，善

于发现高校“海归”教师的新变化、新形势，深入联系教师，了解教师思想动态。要创新工

作方法，以维护高校“海归”教师合法权益和尊重教师正当利益诉求为抓手，增强教师凝聚

力，激发工作热情。要健全工作机制，统筹协调各方，充分发挥各部门的优势，建立起各部

门的联动机制，保证“海归”教师思想政治工作中各项任务落实到位。 

1．引言 

21世纪是全球化和各类人才全球流动的时代。根据教育部发布的《中国留学回国就业蓝

皮书2016》显示，从1978年到2016年底，各类出国留学人员中322.41万人已完成学业，26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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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在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发展[1]。其中相当一部分“海归”人才流向了国内各级各类高校。

国内高校已成为集聚“海归”人才的回国发展的重要集结地。“海归”教师吸纳了国内外先进科

技成果，融合了中西方文化，在高校教学科研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因而，做好高校“海归”
教师的思想政治工作，有利于加强对人才发展的引导，增强科研教学的主动性、积极性、更

好地服务高校建设和培养新时期人才[3-5]。 
随着高校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不断加强，作为其中的重要一部分，高校“海归”教师的思

想政治工作不断完善与加强，各方已开展了一些相关研究。如华南师范大学结合“海归”教师

“水土不服”的实际，通过思想政治工作，帮助教师解决入职、生活和科研教学等方方面面的

问题[6]。又如西部某“211”高校，提出打造适合“海归”教师特点的精品党建活动；逐步确立不

同时段的规范化、精细化管理机制，从而加强“海归”教师思想政治工作[7]。这些研究都给“海
归”教师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带来了启示作用。然而，“海归”教师的思想政治工作是一个系

统性工程，除了传统的工作方法和机制外，要使用开创性的工作方法，理顺工作机制，使“海
归”教师的思想政治工作契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本质要求。 

2．高校“海归”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现状及面临的特点 

随着高校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不断加强，作为其中的重要一部分，高校“海归”教师的思

想政治工作不断完善与加强。目前，高校“海归”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现状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2.1  “海归”教师的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新特点 

“海归”人才归国前长期在国外求学、生活，不同程度地受到当地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影响。

回国后，国内经济发展及社会环境都会对“海归”教师的思想产生不同程度的冲击，所以“海归”
思想状态必然交织的国外和国内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等，思想呈现多元化的特点。“海
归”教师回国后往往带有西方价值理念和西式工作、生活方式，相当一部分“海归”教师倾向于

西方社会的新自由主义、个人英雄主义等思潮，脱离中国国情实际，与中国主流的思想和意

识形态保持了一定的距离，未能准确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涵。且“海归”教师

一般回国后潜心于教学科研之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学习和

政治生活参与热情不高。 

2.2  “海归”教师思想政治工作需要新方法 

“海归”人才归国后，面对不同于国外的环境，在科研教学以及生活等方面存在着这样或

那样的实际困难。如何将“海归”教师思想政治工作同他们面临具体问题相结合，这就需要进

一步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法，把思想政治工作同教师工作、生活实际需求紧密结合，主

动关注教师思想状况，全面了解教师思想状态，畅通教师利益表达诉求渠道，坚定“海归”教
师的职业理想。这也是“海归”教师思想政治工作所需要的新方法。 

2.3  “海归”教师思想政治工作需要新的工作机制 

随着“海归”教师规模不断扩大，传统的机制主要由高校内某一个部门来联系“海归”教师，已

经不能满足现有“海归”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需要。目前高校体制下，“海归”教师涉及人事处、

外事处、工会、宣传部、统战部、组织部等的管理。但由于不同部门的职责不同，他们所关

注的往往只是“海归”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某一方面，在“海归”教师的思想政治整体工作方面

难以形成合力，不利于思想政治工作的整体推进。 

3．新时代“海归”教师思想政治工作方法和机制的研究 

“海归”教师的思想政治工作是一个系统性工程，除了传统的工作方法和机制外，要使用

开创性的工作方法，理顺工作机制，使“海归”教师的思想政治工作契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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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思想本质要求。本课题的研究路线紧紧围绕“转变工作理念，创新工作方法，健全工作机

制”这条主线展开。 

3.1  转变工作理念 

要以分析“海归”教师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新特点为出发点，了解“海归”教师所具有的思

想观念、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这样才能有的放矢，有针对性的开展“海归”教师的思想政治

工作，从而在高校“海归”教师中树立起符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的政治思想和观念。 

3.2  创新工作方法 

“海归”教师的思想政治工作要突破以往说教形式的工作方法，创新工作方法，以解决“海
归”教师科研、教学和生活上的实际困难为突破口，将思想政治工作同解决“海归”教师的合理

诉求相结合，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善于从关注和解决“海归”教师切身利益问题

入手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在解决起生活工作中的具体问题的过程中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才能

取得良好的效果。 

3.3  健全工作机制 

“海归”教师思想政治工作机制需要不断健全。高校“海归”教师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项系统工

程，需要建立多方互动机制，形成合力。各部门围绕共同的工作目标，履行各自的职责，密

切配合。建立不同层级的会商机制，定期或不定期召开联系会议，协调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

题，共同做好“海归”教师的思想政治工作。 

4．结束语 

要转变工作理念，善于发现高校“海归”教师的新变化、新形势，深入联系教师，了解教

师思想动态，及时总结“海归”教师思想政治工作中出现的新特点。要创新工作方法，以维护

高校“海归”教师合法权益和尊重教师正当利益诉求为抓手，增强教师凝聚力，激发工作热情，

从而做好“海归”教师思想政治工作。要健全工作机制，统筹协调各方，充分发挥各部门的优

势，建立起各部门的联动机制，通过健全考核机制，建立科学考核体系，提高各部门工作积

极性，保证“海归”教师思想政治工作中各项任务落实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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