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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education system, private education has been rapid 

development in recent years; the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private colleg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quality education which needs greatly strengthening and improving. 

The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private colleges has the problems of the 

imperfect system, the unreasonable teacher’s structure, lack of innovation mechanisms and the poor 

combination both from the locality and from abroad. So we put forward some countermeasures and 

solutions to change ideas, reform and innovation, and create a goo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nvironment, further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and relevance of the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private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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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教育机制不断完善，民办教育近年来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加强和改进民办高

校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也成为我国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环节。针对当前民办高校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存在制度不完善、师资队伍不合理、机制创新不足和内外合力差等问题，提出了一些

了解决的对策和方法，来转变观念、改革创新、营造良好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增强民办高校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效性和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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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民办高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

要( 2010—2020 年) 》中明确指出，要大力支持民办教育，支持民办学校创新管理机制和育

人模式，提高质量，办出特色，办好一批高水平民办学校。在 2013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指出，要重点支持民办教育的发展，全面清理针对民办教育的各种歧视政

策。民办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对民办高校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贯彻党和国家教育方针，保

证教育教学质量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调查研究民办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现状，发现

其凸显的优点和问题，进一步发扬优点，解决客观存在的现实问题，是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

素养的需要，也是民办高校长足发展的需要。 

1. 加强民办教育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 

加强民办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需要。民办高校作为我国教育事

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支柱，应该坚持党和国家的教育制度的指导方针

和政策，遵循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方向，为我国的社会建设培养思想优秀的建设者和保卫者。

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是民办高效培养目标的重要要求。思想政治教育体现了学生的思想道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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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和个人文化修养水平，是其思想觉悟的重要表现层次，有利于提高个人修养，树立正确的

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加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利于民办高校的可持续发展，有利于引

导学生正确认识民主法制建设，树立正确的平等自由意识，从而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实现

中国梦的伟大目标。 

2. 民办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2.1. 民办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制度不完善 

国家鼓励教育事业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相应的弊端，随着民办高校数量的不断增多，大学生

就业压力也随之而来。面临这种严峻问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难以适应时代的发展，这使得

高校原有的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体制面临严峻挑战，从而导致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氛围不

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觉悟低下，从而影响了学生、高校和社会的发展。 

2.2. 思想政治教育的师资队伍不完善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是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组织保证，是思想政治教育取得

成效的关键。由于种种原因民办院校不可避免的存在只重视学院规模的发展，而对内涵发展

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够重视的问题，党团组织不完善，对学生的影响不大。表现在入

党的积极性不高、动机和目的不明确，对党、对国家、对集体认识不深刻，导致部分学生爱

国主义、集体主义淡漠，没有服务社会的意识。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主体是学校党政干部和共青团干部，思想政治理论课和哲学社

会科学课教师，辅导员和班主任。当前，一个不争的事实是 ，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建设

方面，民办高校力度相对不足。 

很多民办高校还处于快速发展和上升阶段，对学校的基础设施的投入较大，加之，学校的教

师流动性较大，从而忽视了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师资队伍建设。思想政治教育缺乏规范性管理

模式，辅导员自身素质技能不过硬，缺少专业性的培训，无法有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管理教

育。 

2.3. 思想政治教育机制缺乏创新性 

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机制主要是通过开会、座谈、上课等形式来表现的，缺乏创新机制，无

法吸引学生，使学生无法发挥主观能动性。其次，传统的教育机制中学生数量较多，教师无

法做到面面俱到，缺乏专业性的指导教育机构，导致民办高校大学生的思想问题及解决方式

缺乏专门的研究，从而影响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最后，信息反馈机制流通不畅，导

致信息在学生、家长和学校三方中无法贯彻和落实。 

2.4. 思想政治教育难以与社会环境 、家庭教育形成校外合力 

由于大学生思想品德的形成和发展既受到客观外界条件的影响，又受到主观内部因素的制约，

因此，只有当家庭、社区、各种群众组织和团体、各种信息传播媒介以不同的方式对受教育

者发生的作用与社会发展方向和教育目标相一致时，才能形成合力，促进受教育者的思想品

德的发展，否则，就会抵消学校教育的成果。而事实上，学校教育工作目前最大的难题就是

很难与社会环境、家庭教育形成合力。 

2.5. 思想政治教育没有形成校内合力 

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性就在于它不是简单的知识传授，而主要是依靠周围环境的熏陶和感染，

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和日常的业务与管理工作一起来开展， 渗透到学校生活的全过程中

去。然而，在民办高校，能做到这一点的并不多见。尤其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日常教育相脱节。（2）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教育相脱节。（3）思

想政治教育与学校管理工作相脱节。 

综上所述，民办高校与其员工之间的“雇佣关系”，使得教职工往往存在严重的“打工心理”，

再加上他们对思想政治教育认识上的不到位， 使得民办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几乎完全成了思

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或辅导员的任务， 而这些教师又疲于应付繁重的教学工作或行政工作， 致

使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成了“空对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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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解决我国民办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的对策与建议 

3.1. 提高认识，纠正和更新传统观念 

针对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深入开展专题研讨，提高对加强和改进民办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把思想统一到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要求上

来。牢固树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民办高校生存与发展的生命线，要始终坚持教书育人、育

人为本，德智体美、德育为首的观念。充分发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导向、思想导向、

舆论导向、文化导向、环境导向作用，强化民办高校教育观念，强化开放式教育的观念，努

力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创新。 

3.2. 加强民办高校的思想政治氛围建设 

学校党组织对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负有领导责任，要充分发挥政治核心作用，把师德建设

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作为重要职责，教育广大党员教师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民办高校党组织

要充分发挥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坚持高标准，保证质量，做好学生党员发展工作。对入党

积极分子要注重早期培养，加强制度建设，严格发展程序，进行系统的党的知识教育和实践

锻炼，发挥在民办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骨干带头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充分发挥共青

团、学生会工作在学生中的影响力、凝聚力、号召力。 

优秀的文化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水平有着潜移默化的深远影响，环境对其的影响也发挥着举

足轻重的作用。德育环境作为校园思想文化建设的重要方面，应该具有影响力、号召力和感

染力。因此，我们要优化民办高校的文化氛围和教育环境，加强校风和学风建设，创造良好

的学习氛围；加强校园精神文明建设，通过物质文明的建设推动精神文明建设，二者相辅相

成，从而达到优秀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觉悟的潜在影响；在文化氛围中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世界观、价值观，提高学生自身的思想觉悟，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坚持完善学生的

人格品质。 

3.3. 加强思想政治建设的师资力量 

思想政治教育是由具体人来做的，队伍人员的构成状况，直接关系到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好

坏。民办院校思想政治队伍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优化（1）选择专业知识高，实践能力强

的老师担任思想政治工作。（2）要求有敏锐的识别能力；要有敏捷地思维能力，严密的推理

能力；（3）要有果断处理问题驾驭问题的能力。（4）同时学历层不能单一。（5）年龄结构应

该是老中青按一定比例相结合，民办院校的合理结构应该是中间大，两头小。这也符合目前

的民办学校实际。（6）性别结构也要男女搭配，不能单一，否则不利于性别上发挥互补效应。 

教师作为优秀文化的传播者和讲授者，是教育工作的主力军，在对学生的学习和理解过程中

扮演者人类工程师的角色。因此，要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专业化辅导。学校应该组建专门的

思想政治辅导队伍，定时对导员加强专业技能培训，提高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各种相关理论

的理解，并且要结合时代发展和学生的自身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思想教育工作。同时，要

明确导员职责，做到权责分明，对学生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方案。另外，学校应该定期组织

辅导员交流学习，增加经验，提高思想政治能力和实际工作能力。 

3.4. 创新完善思想政治教育机制 

民办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一项长期的工程，需要学生、家长和学校三方面联合教育。

在民办高校中评选出优秀的思想政治骨干，及时发挥思想骨干对学生的师范带头作用，加强

学生的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能力，从自身提高思想政治觉悟。其次，随着信息化和网络化的

发展，我们进入了互联网时代，网络媒体也随之纳入学生的眼球。因此，民办高校要抓住网

络时代这一契机，将思想政治教育机制与网络生活相融合，将热点新闻以课件的形式上传到

专门的网站中，让学生提出自己的观点，从而提高其自身对思想政治的认识。最后，发挥家

长学校沟通责任制度，真正实现家校沟通无障碍，保证学生的思想政治水平的良好发展。 

3.5. 开辟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新课堂，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新局面 

（1）学校要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充分挖掘网上巨大的信息和教育资源，营造全新的网络文化，

丰富和发展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学校应大力加强学生面对信息的比较选择能力的培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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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在思想教育过程中要注意给学生提供正反兼有的全面信息，让学生在比较中、在不同观

点的交锋中提高能力。另一方面，应努力培养学生正确的思想方法，提高在复杂的信息环境

中进行独立思考与分析、去伪存真的方法与能力。建立网上素质拓展学校。充分占领网络教

育这一主阵地，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动性，发挥思想教育的/防患于未然的作用，而不

是充当/救火队的角色。设立网上心理等各种专题咨询室和聊天室、开设网上建议栏、公开德

育工作者的电子邮件等。帮助学生正确认识网络这一/虚拟社会 0，对其网络行为进行一定的

规范，增强学生思想上的免疫力。 

（2）坚持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进公寓。辅导员进驻学生公寓，与学生同吃、同住、同生活；

把学生党团组织组建到公寓，充分发挥党团组织引导人、团结人、凝聚人的作用；把学生在

公寓内的表现纳入德育考评范围，并把考评结果作为评优、评奖的重要依据；建立学生公寓

的自我管理组织，努力把学生公寓建成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场所；积极开

展公寓文化建设活动，为思想政治工作创造科学的体制和机制。加强对大学生集群行为的控

制与引导，建立正常的信息反馈和对话机制。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永远在路上。民办高校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还有许多的不足和问题，

还需进一步研究和探讨，新的形势下，民办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应该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

断的创新和完善，队伍要不断的优化和加强，时效性和针对性应该不断的提高。因此，民办

高校必须针对现阶段的学生的实际情况，积累在实践中的重要经验，不断研究和创新思想政

治教育模式，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途径和方法的系统化、理论化和全面化，充分发挥思

想政治教育的积极作用，传播正能量，实现民办高校学生的全面发展，从而实现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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