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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本育桃李辛勤耕耘馨满园
——辅导员服务观的建立与培养

刘春安
(黄山学院艺术系。安徽黄山245041)

摘 要：。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价值取向，有着丰富的科学内涵和深厚的现实依据。辅导员是高

等学校从事德育工作，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是大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在新形

势下，社会就如何做好学生的成才与服务工作对辅导员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坚持以人为本，提高服务意

识、更新服务观念、改善服务手段，围绕学生的利益和需求展开工作。帮助学生成长、成才成为一个新的课

题。需要不断学习、思考和探究。

关键词：辅导员；服务意识；服务观念；服务手段

中图分类号：G“l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一“7x(2010)02一0105—02

一、教育事业本身就是。以人为本。

的事业。学生工作必须坚持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的思想由来已久，在西方。以人为本”的

思想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人”

时沉时浮。过去，我国在人的问题上走过不少弯路，其教

训与代价是深刻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把“以人为本”

作为科学发展观的实质与核心，并将其确立为当代中国

新的发展理念。。以人为本”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

也为。以人为本”的实现提供了现实可能。入的行为动机

来自于入的需要，只有在受教育主体有需求的情况下。

教育的方法才能有效，教育的目标才能实现。高等学校

作为培养人才的摇篮，其工作就是以人为基础，发展人、

塑造人、完善人。

辅导员是大学生正确政治方向的“引导者”，是学生

思想行为形成的“引路人”。是学生成长成才的“奠基

石”。辅导员肩负着引导学生成长成材的重要职责。是实

现教育主体和客体之间交流的主要途径，其工作的出发

点和归宿就是激发动机，引导行为，发挥潜能，促进学生

个体的全面健康成长和发展。这就要求辅导员一方面加

强自身的全面发展，促进知识水平、教育管理水平提高；

另一方面在工作中切实做到以学生为本，真心诚意地为

学生提供服务．满足学生的利益和正当需求。

二、坚持以人为本．提高服务意识、更新服务观念、

改善服务手段是新形势下做好辅导员工作的根本保证

高等教育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学生工作为教学和

办学目标服务。老师为学生学习生活服务。辅导员是高

等学校开展学生思想教育、管理和服务工作的主体之

一。担负着培养学生积极、健康、向上、成长、成才之重

任，想方设法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好学、乐学、善

学。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内心世界

日益丰富，个性要求日益强烈，辅导员应给予学生更多

的人文关怀，真正做到以人为本，以情为主，情理交融，

使学校每一位学生真真切切都感受到自己是学校的主

人。实践“以人为本”的理念。要求辅导员树立服务意识

为学生搭建人才成长的平台。11l

小平同志说过：“什么是领导?领导就是服务。”服务

性是辅导员工作的根本属性．辅导员在思想认识上和实

际工作中都应该牢记自身的服务性，从学生的需要出

发。真正落实到学生日常生活学习中，创造一切条件方

便学生。随着知识经济浪潮的汹涌而来，创新教育的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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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兴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和完善，教

育产业化的势头越来越强烈。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站稳阵脚。就岿须树立服务意识，保持良好的责任心、奉

献心、真诚心，凭着对学生的爱心、细心、耐心、热心，帮

助教育学生。让学生全面健康发展。

辅导员服务学生还要有责任意识。通过自己的言行

教育引导学生，帮助学生处理身边人和事。在学生日常

学习、生活过程中，满足学生的利益和需求。爱岗敬业，

恪尽职守，这是辅导员职业水平的体现，也直接影响到

所管理和服务的大学生群体的道德修养水平。强调辅导

员责任感是做好学生工作、服务学生的重要前提之一。

辅导员要用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来激励自己。心里要

装着每一位学生。以尽职尽责的心态和高涨的工作热情

做好工作。

辅导员工作非常复杂和繁琐，工作性质决定了辅导

员很少有惊天动地的成就。有的只是日复一日的辛勤劳

作。点滴工作，更能体现出辅导员的责任心。

三、坚持。以人为本”．强化大学生主体意识

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就是要使人的主体

性得到提高、个性得到发挥、能力潜力得到发展。。以人

为本”强调辅导员提高服务意识、更新服务观念、改善服

务手段，围绕学生的利益和需求展开工作，帮助学生的

成长、成才。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

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中明确学生工作中要树立

大学生的主体意识的指导思想。通过培育和提高大学生

在教育过程中的能动性、自主性和创造性，使他们自我

教育、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的能力得到培养。逐步消除

学生对家庭、学校和社会的依赖思想，使大学生自尊、自

立、自信、自强。从而成为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体和自我发

展的主体。这也是和谐校园建设“以学生为本”理念的重

要体现和基本要求．对构建和谐校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漠视学生的主体性。只是把学生当成教育的。接受

器”，这种教育方法就会直接导致大学生主体意识的削

弱。

当今，高等教育国际化趋势日益明显，和谐校园建

设不断深入，这就对高校教育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对

传统的教育管理模式提出了挑战。如何应对这一要求和

挑战，辅导员服务学生实际工作应主要把握三个方向：

一是要营造深厚的学术、学习氛围，为大学生的发展提

供环境服务。浓浓的学术、学习氛围能产生催人奋进的

环境力量，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受到熏陶和感染，有利

于培养学生新思维。增强辅导员与学生的互动，增强教

育与服务效果；二是要创建成才激励机制，为大学生竞

争意识的增强提供服务。激励可以使学生最大限度地发

挥其才能和特长，有助于学生学习态度的培养，有利于

学生健康全面发展。三是要搭建社会实践大舞台。为大

学生理论联系实际服务。把传授知识与思想教育结合起

来，把理论教育与实践育入结合起来⋯⋯与专业学习相

结合、与服务社会相结合、与勤工助学相结合、与择业就

业相结合、与创新创业结合起来。四

辅导员在教导学生不断进步的同时，绝不能放松对

自己的要求，只有不断地加强理论学习，提高政治理论

水平和道德修养，并善于总结工作经验和教训，才能较

好地应对求知欲极强的大学生。搭建好与学生沟通的平

台，让服务学生的工作更上一层楼。作为一名辅导员，要

时刻牢记以人为本、服务学生的宗旨，从思想到行为，从

业务到方式，从主观到客观，始终把握以学生为本的办

学理念，抓住时机，优化各种办学环境，把关系大学生切

身利益、关系大学生健康成才的工作做实做好，实现培

养学生全面发展，服务于社会的最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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