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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形势下，高校党建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要坚持科学发展观，与时俱进，坚持以人为本，以生

为本，构建和谐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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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必须以改革的精神推

进党的建设，不断为党的肌体注入新的活力。”党的

十七大强调，加强和改进高校学生党建工作，是实施

入才强国战略、培养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

一代新人的迫切需要；是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

党的群众基础、不断提高党在全社会的影响力和凝

聚力的重大举措；是以党建为核心、全面加强学生

思想政治工作的最为有效的途径。111

新时期全方位多维度加强高校党的建设。要做

到“一条主线、两个维度、三个转变、四个结合、五个

创新”。

(一)加强高校党建工作要始终贯穿一条主线：

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与时俱

进、构建和谐校园。

以科学发展观引领高校党建工作，必须把发展

作为第一要务，坚持“以人为本”，将“以人为本”落

实到“以生为本”、“以教师为本”上。实现人文关怀。

切实解决关乎师生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调动师生

员工的积极性；要坚持与时俱进地推进党的建设。

注意各个环节的平衡协调，使党的工作更加符合科

学发展观的要求，为构建和谐校园提供可靠的政治

保障和组织支持。

(二)加强高校党建工作要建立纵向和横向两个

维度的管理模式。

1．建立纵向联动机制

目前，高校党建的组织管理模式多为“校党委一

院系党委(总支)一党支部一党小组一党员”，这种传统

模式往往使党员被动地接受组织上的安排，党建工

作缺乏互动性和主动性，新时期的党建工作耍突破

单一和固有的组织模式，增强上下级党组织之间、

教师党员与学生党员、教师党支部与学生党支部以

及入党联系人与党员之间的纵向联动，调动党员的

积极性和主动性，推动“传帮带”，实现纵向联动、优

势互补。

2．构筑横向互动平台

加强院系党组织之间、党支部之间、党员之间

的交流。取长补短、资源共享、提高效率。开展与困

难党员、流动党员结对帮扶工作。帮助他们解决在

思想、生活和工作等方面遇到的各种困难，切实做

到“惑时有人解、平时有人访、难时有人帮”，扫除党

员管理的盲区。

(三)加强高校党建工作要实现三个转变。

1．由单一型向复合型转变

转变单一的“就党建抓党建”的工作思路，将党

建工作渗透到教学、科研和行政工作中，将党建工

作与育人和业务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做好学生党员

的引路入、把关人和指挥员，在评价党建工作时与

育人工作和业务成绩综合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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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由被动型向主动型转变

党组织应放下“官本位”高高在上的姿态，转变

坐等出现问题了才去解决的被动工作方式，提前发

力、主动出击，经常与党员互动。了解和掌握他们的

思想动态和学习生活状况。及早发现问题，防患于

未然，掌握工作主动权。

3．由自上而下型向自下而上型转变

充分调动入党积极分子和党员的积极性．鼓励

他们积极主动与入党联系人、培养人以及党组织沟

通交流，引导他们追求政治进步，主动参与组织生

活，为组织活动出谋划策。变自上而下安排和布置

为自下而上的策划和参与．加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

战斗力。

(四)加强高校党建工作要做到四个结合

1．理论与实践结合

组织学生党员在理论学习的基础上。走出校

门，积极参与社会实践．使学生在实践中认识国情、

体察民情、了解社会，使高校党建工作进一步向务

实型转变。

2．静态与动态结合

健全动态管理机制，在静态考核的同时。重视

新党员的后继教育和考核机制．给新党员加点任务

压点担子。培养党员终生学习的理念，加强对党员

的跟踪考察与教育。要让党员认识到入党只是今后

人生道路上的“加油站”，而不是“终点站”。

3．质量与数量相结合

在不断加大党员发展力度的同时，必须遵守

“坚持标准、确保质量、改善结构、慎重发展”的原

则，严把党员发展关，坚持“成熟一个，发展一个”，

做到数量与质量相协调。

4．党建与团建相结合

坚持“以党建带团建。以团建促党建”的指导思

想，加强党委与团委的联系，突出党建在团建中的

核心作用，将团建纳入党建工作考核，发挥团组织

的积极影响，做好思想启蒙，强化“推优”工作，培育

党建工作的后备力量。121

(五)加强高校党建工作要力求五个创新点

十六大报告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

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

党永葆生机的源泉。”有破才有立，没有突破就没有

创新。131高校党建要永葆生机。必须冲破一切妨碍发

展的旧观念，寻求工作突破口，创造性的开展工

作。

1．转变新思路

新时期高校党建工作要适应不断变化的新情

况，必须与时俱进，体现时代特征，结合群体特点丁f=

展党建工作。高校是知识分子密集地．大学生文化水

平较高，独立思考和学习能力较强，尤其是新生，思

想比较活跃但政治信念淡薄，党建工作应结合学生

的心理和年龄特点，因势利导，党建工作既要讲求内

容的政治思想性，又要力求形式的生动多样性。

2．健全新制度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健全的规章制度是党建

工作顺利开展的有力保障，因此。要在建章立制和

执行规章上做细做深做实，建立系统性强和可行性

高的制度，如健全和完善团内推优制度、入党联系

人制度、入党公示制度、入党后责任制度、学生党员

目标管理制度等，依靠制度进行长效管理，保证人党

积极分子思想教育的深度和广度，保证学生党员的

质量。此外，还可建立入党培养人与学生家长联系

制度，构建学校、家长对学生共同教育体系，达到对

党员更为全面的考察和监督。

3．开拓新阵地

(1)党建进传媒一党建工作的无形空间

当前，网络正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高校师生的学

习、生活和思想观念，江泽民同志在2000年中央思

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要重视和充分利用

网络技术，使思想政治工作提高时效性，扩大覆盖面，

增强影响力。”要视互联网为开展党建工作的新机

遇，主动占领，为我所用，努力建成一批具有一定规

模和影响力的红色网站，利用飞信、党建博客、红色

短信、科学发展观专题网站等平台对党员进行在线

教育。借助广播、报刊等媒体加强对党员的教育，使

得党建工作从“一个点”扩展到“一个面”．在一定程

度上弥补现有党组织工作上的空白点。

(2)党建进宿舍一党建工作的有形空间

学生宿舍是学生学习和生活的重要场所，已逐

渐成为学生的第一社会、第二家庭、第三课堂，要充

分发挥学生党支部的战斗堡垒和学生党员的先锋

模范作用，必须将党建工作延伸到学生宿舍，拓展

学生党建工作的阵地。141将以往传统的“学校党委、

学院党总支”双重的、以条为主的组织机构转化为

“学校党委、学院党总支、学生公寓党建工作站”条

块结合、以块为主“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网络组

织体系。

可在学生公寓区成立学生宿舍党建领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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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负责学生宿舍党建的各项管理工作，以楼栋为

单位选派学生宿舍党建工作联络员，实行学生党员

宿舍挂牌承诺制。在学生宿舍中主动开展“我是党

员 请你监督”、“党员就在我身边”、“有困难找党

员”等贴近学生、服务学生、凝聚学生的特色活动。

探索一条学生自我培养、自主教育、自行管理的学

生党建工作新路子，提高党员自我规范、自我教育

的能力，逐步形成一个以学生党员、入党积极分子、

学生骨干为核心。各类社团、宿舍组织、广大同学共

同参与的全方位、大联合的党建格局。

4．探索新载体

组织生活是党建工作的有效载体，要不断创新

活动形式。丰富活动内容，一手抓组织生活制度化，

一手抓组织生活质量化，调动学生积极性，积极开展

社会实践、青年志愿者、扶贫帮困、参观调研、知识

竞赛等活动，摒弃形式主义，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节

约、务实又不乏新颖、生动的活动，提高组织生活的

吸引力和影响力。

5．打造新团队

在肯定和重视高校教师党务工作群体的同时，

应该看到学生党建工作者在高校党建工作中扮演

着不容忽视的角色，打造一支政治强、业务精、纪律

严、作风正的学生党建工作队伍是大势所趋。可由

学生党员和积极分子组成党委助理团。建立健全工

作章程、工作考核制度等，充分调动学生党员的主

动性和积极性。为他们构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平台，让他们在实践中接受考验、经受磨练，锻炼他

们的工作能力，发挥学生党员优势，使学生党员直

接面向同学、贴近同学、服务同学。更好地深入群众

中去，切实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高校党建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在做好上述几

点的同时要注意系统性和整体性原则．要形成合

力，达到点面结合，最终形成高校党建工作的全方

位动态系统。构建和谐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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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dimensional Innovation in the Work of College Party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Period

Zhao Liang

(School of Forest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Nanjin92 1 0037，China)

Abstract：The college party construction work is facing new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in the new sit-

uation．We should adhere to the outlook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keep pace with the time，and insist on

people-oriented viewpoint to build harmonious cam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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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性、增强实效性、具有创新性,要不断加强、改进和创新工作方式,不断推进党建工作,引领高校努力实现科学发展、创新发展、和谐发展.

8.期刊论文 崔浩 浅谈信息网络条件下的高校党建工作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4)
    加强高校党建工作是事关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兴衰成败的大事.针对网络时代高校党建工作面临的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和新挑战,需要主动借助网络

加强高校党建工作的对策分析,进一步加强和做好高校党建工作.

9.期刊论文 宁曼荣.Ning Manrong 高校党建工作进学生公寓的探索与实践 -中国电力教育2009(12)
    党建工作进学生公寓是扩大党建工作覆盖面,增强党建工作影响力的有效途径.本文阐述了高校党建工作进学生公寓的重要意义,并从建立一套体制、

建设两个阵地、完善三项制度、抓好四项活动等方面,就如何推进党建工作进公寓提供了现实的实施路径,对推进党建工作进公寓工作中应处理好的几对

关系进行了思考.

10.学位论文 金浩 社会化管理的高校学生公寓中党建工作的研究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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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是我国教育改革的主要组成部分，高校公寓的社会化改革又是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学生公寓既是大

学生学习、生活的主要场所，又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阵地。      在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的大背景下，高校学生党建工作如何结合学生公寓的新

情况探索新思路、新模式是当前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必须认真解决的问题。把党建工作延伸到学生公寓、学生社区，既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深化对大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迫切需要，又是造就全面发展人才，建设和谐校园的内在要求。      本文旨在探讨社会化管理的高校学生公寓中党建工作如

何更好的开展，分别叙述了高校学生公寓社会化管理的进程、社会化管理等高校学生公寓中党建工作开展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重点在于论述社会化管

理的高校学生公寓中如何更好的开展大学生党建工作。      本文首先分析了高校学生公寓社会化管理的进程，主要论述了高校学生公寓社会化管理的

模式演变，并指出了新管理模式下尚存的问题。在高校后勤社会化的大背景下，高校学生公寓实现社会化管理势在必行，社会化管理后的高校学生公寓

从管理模式上说，虽然比原来的宿舍管理模式更适合时代的发展，有其自己的优点，但也存在着诸如公寓内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滞后等问题。      针对

社会化管理的学生公寓中存在的现实问题，本文接下来论述了党建工作进公寓这一课题的重要性，并阐述了高校学生公寓中党建工作开展的现状，从公

寓社会化管理与高校学生工作管理的协调、公寓管理队伍的现状、公寓开展党建工作的文化氛围、硬件设施等方面剖析了开展党建工作这一过程中存在

问题的主客观原因。      本文最后一部分也是本文的重点所在，从建立高校学生党建与后勤物业管理有机结合的工作机制方面，联系高校学生工作者

和公寓管理者的角度，对“党建工作进公寓”的重要性和可行性、实践过程中存在的主客观问题、根本的解决办法等进行深入剖析，并尝试性的提出自

己的见解。需要指出的是，党组织的基层建设问题历来是国内党史界研究的重点和热点，近年来，随着高等教育的迅猛发展和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进程

的发展，走向社会化的高校学生公寓中如何更好的开展党建工作已成为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点问题，也是高校学生工作者研究的重点课题

之一。      总之，把党建工作延伸到学生公寓，既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深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迫切需要，又是造就全面发展人才，建设

和谐校园的内在要求。根据大学生住宿公寓化的新特点、新情况，及时拓展大学生党建工作的新阵地，积极探索大学生公寓党组织建设的新途径，有利

于学生公寓充分发挥党的基层组织的先进性、真正成为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促进大学生成长成才的重要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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