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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就业指导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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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安徽芜湖241000；黄山学院学生处，安徽黄山245041)

摘要：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政府、社会、高校出台了相应的政策和措施，积极帮助毕业生就业。然而

部分高校毕业生就业意识不强，就业期望值与现实不相适应，出现“高不成、低不就”、“无业可就”和“有业不

就”并存的局面。大学生思想教育工作对大学生就业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创新大学生就业指导中思想教育

工作的和谐模式，有利于大学生及时、顺利、充分的就业，有利于高校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有利于塑造出能

够适应社会变革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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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迅猛推进。我国高等教

育逐步由精英教育走向大众教育。高校毕业生数量

迅速增加。毕业生能否顺利就业，不仅关系到大学

生自身的成长和发展。也关系到高等教育的形象和

地位，同时大学生的就业问题还关系到社会的稳定

和经济的发展。政府、社会、高校十分关注大学生的

就业问题。并出台相应的政策和措施帮助大学生就

业。而大学生自身是否积极就业直接关系到就业的

成败。加强毕业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就业指导中

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帮助大学生强化就业意识，

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和择业观念，是高校毕业生工

作的重要内容。

一、高校毕业生就业现状分析

(一)大学生就业的形势不容乐观

自1999年我国高校扩招以来。高等教育发展

以跨越式步伐，进入国际公认的大众化时代。与此

同时高校毕业生人数大幅度攀升，其年均增长率远

远高于同期的GDP增长速度，由此导致我国大学生

劳动力供给的增长速度远大于有效需求的增长速

度o It]

(二)政府、社会和高校积极帮助大学生就业

各级政府、社会和高校都十分关注和重视毕业

生就业工作，相继出台一系列政策、法规和采取各

种措施。引导、帮助大学生就业。高校、人事部门、人

才中介服务机构积极开展就业指导和咨询服务、向

毕业生提供比较全面的就业信息、组织系列供需见

面会、组织实施基层服务项目、为“双困”毕业生提

供就业援助等一系列的工作。积极帮助大学生就

业。

(三)高校毕业生自身的就业问题

面对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高校毕业生理应主

动寻求工作岗位，积极就业，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1．毕业生就业的期望值过高

毕业生自我评价缺乏科学性、全面性和客观

性。给自己定位时容易产生好高鹜远的倾向，总觉得

到基层工作，做简单工作是对自己能力的否定，限制

了自己的发展，由此产生“高不成”、“低不就”的就业

现象。陶东部沿海等发达地区就业竞争激烈，而西部

偏远地区由于条件艰苦，很多毕业生不愿意去。呈

现出“有地方没人去，有人没地方去”的现象。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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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毕业生就业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

据相关数据统计，30．4％的大学毕业生在就业

前几乎没有心理准备。对待就业他们缺乏足够的思

想准备和,GN准备，心理承受能力较差，不能在就

业压力面前及时调整自己的就业心态，不能正确对

待就业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一旦遇到困难和挫折，

容易产生各种不健康的心理。

3．毕业生缺乏创业精神，就业道德缺失，诚信意

识淡薄

绝大部分高校对大学生创业活动还缺乏有效

引导，致使大学生创业精神仍严重缺失，创业教育

现状与当今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不相适应。毕业生就

业竞争存在不公平现象，造成部分大学生的就业道

德表现不尽人意，反映在就业过程中的私自更改学

业成绩，获奖证书造假，随意违约，给用人单位选择

人才带来了不便和损失，给培养学校造成了不良的

社会影响。

二、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引导高校毕业生积极就业

大学生就业思想政治教育是从大学生的内在

素质人手。通过提升大学生内在思想政治道德品质

及相应素质激发大学生的主动性与创造性，引导大

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科学的就业价值取向和

崇高的职业理想，提高就业心理素质，从而促进就

业率及整体就业质量的提高。

(一)培养大学生树立科学的择业观和就业观

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有助于大学生树立正确的

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为大学生树立科学的择

业观和就业观提供价值导向。科学的择业观和就业

观能引导大学生不断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培养良

好的素质，提高就业竞争力。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引

导大学生正确认识和对待就业制度改革中出现的

新情况、新问题，了解当前国家经济形势和就业发

展的状况、态势以及党和国家现行的就业方针、政

策，从而结合自己的职业理想和实际情况。不断调

整就业目标，准确地进行就业定位；引导大学生树

立正确的职业价值取向和崇高的职业理想，正确处

理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把个人理想同国家

发展和社会需要结合起来。

(二)培养大学生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诚信

意识

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帮助大学生从相对狭隘的

视野或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中解放出来，促使大学

生正确认识职业形象、职业道德、沟通能力、团队精

神、合作精神和艰苦创业精神对职业生涯发展的重

要性，以长远的眼光看待整个职业生涯，提高学习

的自觉性和目的性，主动加强职业素养的学习，不

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养成良好的职业素养。通

过大学生就业工作中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深入开

展诚信道德意识教育，将“以诚信为本”的思想放在

大学生道德教育中．强化在就业过程中的诚信意

识。可以避免或杜绝在就业过程中出现的各种不诚

信现象。有利于大学生成功就业及其职业的稳定持

续发展。

(三)培养大学生健康的就业心理素质

良好的心理素质对大学生形成正确的择业观

和就业观。具有促进和保障作用。思想政治教育机

制的有效运行。能够帮助大学生树立健康、良好的

就业心理素质，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养成积极乐观

的人生态度，科学地对待社会、对待人生，使自己处

于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状态之中。嗍通过在思想政

治教育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引导大学生自我认

识、自我接纳、自我愉悦、自我调控、自我激励、自我

心理调适．增强抗挫折的能力，消除负面情绪的影

响和心理困惑。提升就业竞争和适应环境的能力，

从而有效提高就业心理素质。

(四)帮助大学生抵御各种不良思想侵蚀

思想政治教育以其特有的转化功能和调节功

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和消除大学生遭受不良

思想的侵蚀，可以及时纠正大学生在求职择业时思

想和行为上出现的偏差．从而引导毕业生以良好的

心态参与竞争，在竞争中充分展示自己，从而顺利

就业。嘲引导毕业生自觉地把个人价值目标的实现

与国家事业发展结合起来，把追求个人利益与个人

对社会应尽的责任结合起来，自愿到基层去、到农

村去、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艰苦创业、建功立业，

把个人的成才、成长纳入国家总体发展需要的轨道

上来。

三、高校毕业生就业思想政治教育的和谐模式

针对我国大学生就业指导中思想教育工作的

现状，根据创新性、实效性的原则，创新大学生就业

指导中思想教育工作的和谐模式，才能塑造出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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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社会变革的人才。

(一)发挥一个作用：思想政治理论课主渠道作

用

深化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的改革，除采用

传统的课堂教学方法外，实施专题讨论、案例分析、

视像教学、社会实践等多种教学方法，使课堂由以

教师为中心向以学生为中心转变，由以系统知识传

授为中心向以启发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为中心

转变，变被动式学习为主动式学习，变僵化的“灌输

式”教学为灵活的启发式教学。增强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学实效性，引导大学生自觉用科学发展观指导

自己确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择业观和就业观。

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学会用全面的、联系的、辩证的观点看待

问题。

(二)强化两个主体：学生和教师双主体

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把学生当成受教育的客

体，忽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表现为工具理性而

非价值理性。加强就业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树立以学

生为本、以促进学生提高就业素质和就业竞争力为

目标的教育理念。要建立健全有利于大学生发挥主

体作用的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和模式。增强大学生自

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能力。鼓励和支持学

生成立以提高职业发展能力和就业能力为目标的

社团，使学生通过参与社团活动和实习，提高职业

技能、择业技能、求职技能。为求职择业奠定坚实的

基础。同时，积极发动教师为毕业生找工作提供全

面的就业信息服务。教师桃李满天下。在社会上有

威望，可以及时搜集、整理、储存和发布用人单位的

需求信息，供毕业生随时查阅。教师能够对所掌握

的招聘信息进行鉴别，去伪存真，避免浪费学生的

时间和金钱。教师见识广，经验丰富，与用人单位有

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课堂上适时加入就业指导内

容，对学生的成长大有裨益，也是学生就业指导工

作的一支重要力量。因此，学校需要设法调动教师

的积极性．推动学生就业。

(三)抓好三个课堂：在专业课、就业指导课和

社会实践课教学中渗透就业思想政治教育

加强师德建设．倡导教师自觉地把思想政治教

育同专业教育结合起来，在专业教学、实践教学的

各个环节中，积极介绍本行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中取得的辉煌成就以及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同时

贯穿职业精神教育，进行企业文化的渗透，引导大

学生明确就业方向和自我发展方向，激发大学生对

所学专业的热爱，树立长远职业理想，培养职业兴

趣，挖掘潜力，增强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以及投身本专业的使命感和自豪感。学校应该将学

生的就业指导工作纳入正常的教学计划中，根据自

身的培养目标安排一定的课时，对各个年级的大学，

生就业指导课进行系统地规划，帮助大学生进行职

业生涯的长远规划，提升就业指导的教育职能。在

整个大学阶段，就业指导教师不仅要向学生讲述系

统的就业指导理论知识，还要针对不同年级就业指

导内容帮助大学生进行各种社会实践活动指导。指

导他们在社会实践中进一步认识自己，提高自身的

综合素质和职业素养。通过在社会的“行”和“悟”感

知社会，找到方向，全面反省自己的职业取向、职业

素质、就业观念、综合素质等，合理调整自己的职业

生涯规划。社会实践是大学生就业思想的重要载

体，还可聘请实习单位技术专家、工程师为大学生

德育导师．请他们给学生介绍本专业的发展前景、

基层工作的优势和机遇。从而引导学生自觉修正就

业期望值．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和择业观。

(四)坚持四个结合：日常教育和毕业教育、榜

样教育与创业教育、群体教育和个别教育、学校教

育与家庭和社会教育相结合

一是日常教育与毕业教育相结合。既能起到

“润物细无声”的效果．又能取得“最后冲刺”的成

绩。注重教育的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统一，把思想政

治教育渗透到学校教育的方方面面．时时刻刻；渗

透到社会实践中去。开展形式多样的实践活动，通

过实践活动，使学生顺利实现角色转换。增强大学

生的危机感和紧迫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和择业

观。二是榜样教育与创业教育相结合。榜样教育形

象、具体、生动，易于效法。感染力强，教育作用强

烈、深刻、持久。开展榜样教育要深入调查研究，善

于发现和选择不同方面、不同层次的有代表性的先

进典型。特别是积极宣传成功创业的榜样，宣传到

基层、到西部、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艰苦创业、建功

立业的先进典型，对大学生进行生动、形象的创业

教育。还可邀请成功校友回母校举办讲座、座谈、联

谊、论坛等，营造良好的创业舆论氛围。三是群体教

育与个体教育相结合。大学生就业思想教育要坚持

个体教育和群体教育相结合。群体教育即以班或专

业为单位。通过班会、集体讨论、就业指导课、教师

宣讲、专家讲座等形式，对大学生在就业思想和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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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过程中存在的共性或有代表性的问题进行集中

指导和教育。个体教育则是指在群体教育的基础

上，针对不同学生不同思想问题和心理特点的差

异，因材施教，因人施教，采取个别谈话、少数座谈、

重点帮助等形式，对单个或少数学生进行有针对性

的指导和教育。四是学校教育与家庭和社会教育相

结合。学校是社会的一部分，学校的教育，必须融入

社会的大环境之中。在毕业生思想教育工作中，要

注重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鼓励学生走出校门，开

展社会调查、社会兼职等活动．主动感受社会的发

展和变化，了解当前的就业形势和就业政策。学生

的思想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家长的影响和制

约。在毕业生思想教育工作中，要加强与学生家长

的联系与沟通，通报学生的情况，介绍国家关于毕

业生就业的方针、政策．主动争取家长的支持和配

合，减少家长对子女在就业问题上的一些消极影

响，鼓励子女志在四方，到艰苦的地方去就业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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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attern

in Job Guidance for College Students

Cao Ying

(School of Politics and law，Anhui Normal University，Wuhu241000，China；

Students7 Affairs Division，Huangshan University，Huangshan24504 1，China)

Abstract：Facing austere employment circumstances，the government，the society and the universities

have put forward some corresponding policies and measures to help the graduates obtain employment．

However,partial university graduates7 consciousness of employment is not strong enough‘and their

expectation is incompatible with the reality，SO there appears a coexistence of”unfit for a higher post but

unwilling to take a lower one”，”educated but jobless”and”educated but not employable”．Ideological

education for university audenm plays a vital role for their employment．Therefore，innovation in the

harmonious pattern for ideological education in career guidance for university stuElents is advantageous for

their timely，smooth，full employment,advantageous for the realization of the universities7 talent training

goal，and advantageous for the cultivation of talents that can adapt to social changes．

Key words：employment；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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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期刊论文 吕华芹.LV Hua-qin 就业素质与高职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意蕴 -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08,25(3)
    就业素质有着丰富的内涵,高职思想政治教育在学生就业素质提高中处于非常关键的地位,有着特殊作用.目前高职思想政治教育在这方面面临新的挑

战.改革和加强就业支持策略,既是加强就业工作的需要,也是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契机、途径和切入点.

2.学位论文 高丽 思想政治教育与大学生就业素质培养研究 2008
    日益兴起的大学生就业素质培养研究是基于以下现实：伴随高等教育的迅猛发展和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大学生就业问题日益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

关注，可以说，当前的大学生就业问题直接关系到学生个体自我价值的实现，我国高等教育的健康有序发展以及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同时，伴随全球

一体化进程的加剧，整个世界范围内的国际竞争越来越倾向于高级要素间的竞争，在诸多高级要素中，大学生就业素质开始成为各个国家关注的焦点

，大学生的就业质量也成为了衡量各个国家综合国力重要指标。

    就业素质培养是一个多层次、多纬度的复杂过程。就业素质的内涵丰富，涉及到大学生就业观念、心理品质和就业技能等内容，这些因素不同程度

地影响着大学生的就业。作为一名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高校辅导员，应该思考和探索如何通过加强大学生就业素质培养过程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提高大学生整体就业素质的问题。

    本研究正是立足于目前大学生就业素质的现状，来探讨大学生就业素质培养过程中的思想政治教育问题。为了使本研究更加科学、可靠、有效，本

文采取了实践调查和理论研究相结合的方式，综合地采用两种方法。在两种方法之间取长补短，来提高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和科学性。为此，在论文撰写

初期，针对有关问题设计了调查问卷，采用开放式问卷调查，选取适当的样本进行测试，并对调查的结果进行了分析，以了解当前大学生就业素质的现

状。结果表明：目前高校大学生就业素质参差不齐，在高校学生就业素质培养过程中也存在不少问题。本文在调查的基础上，参考前人的研究理论分析

高校在大学生就业素质培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大学生就业素质培养过程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全程化研究。

    本课题尝试客观的分析评价思想政治教育在大学生就业素质培养过程中的重要地位，认识思想政治教育对大学生就业素质培养的积极推动作用，探

讨在大学生就业素质培养过程中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作为大学生就业素质培养过程中思想政治教

育的理论基础加以提出和运用，探求大学生就业素质培养和思想政治教育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通过对大学生中就业素质培养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的全

程化研究，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并找到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大学生就业素质，最终提高大学生就业率的新方法、新途径。

    希望本文的研究成果能有效地运用于大学生就业素质培养的实践工作中，促进大学生就业素质的提高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所以，关

于就业素质培养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联系，就业素质培养研究内容的进一步深入，以及就业素质培养提高的研究方法的进一步丰富和饱满的都是本研

究未来关注的重点。

3.期刊论文 赵波 高校就业思想政治教育的绩效评价 -学海2009(6)
    就业思想政治教育绩效评价是加强和改进高校就业工作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其有效性的良好机制.本文在理论研究和实践分析的基础上指出了目

前高校就业思想政治教育绩效评价中的问题,提出实施就业思想政治教育绩效评价的目标和原则,进一步从大学生素质结构指标,包括职业能力素质、职业

动力素质、职业心理素质和职业行为素质四个方面,以及绩效指标,包括就业率、违约率、响应度等三个方面,提出运用综合目标比较分析和360度考评的

方法,对就业思想政治教育的绩效进行评价.

4.学位论文 彭军 大学生就业困难群体思想政治教育探析 2005
    目前，大学毕业生总量大、增幅高，各地和高校工作进展情况差异较大，并且还存在着许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在全社会就业形势十分严峻的形

势下，大学生就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而大学生就业困难群体更是日趋成为高校和公众关注的一个重点和焦点。

    大学生就业困难群体是指大学生中那些处在就业相对困难现状的群体，以及那些处在感到就业困难心理状态的群体。这一大学生群体处在参加“双

向选择、自主择业”的关键时期，同时也处于即将结束大学生活，步入社会的重要阶段，其思想和行为容易受到来自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干扰。分析大

学生就业困难群体的思想、心理和行为特点，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如何对他们进行思想、心理和行为的引导，如何帮助这一群体找到适合的就业岗位并获

得长远发展等问题，已经成为学校、政府和全社会共同关注的重要课题。

    在解决大学生就业困难群体问题的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具有“生命线”的重要功能和作用。思想政治教育是开展好这一群体的就业工作的有效保

证，是保证他们完成由学校到社会的角色转变并成为社会的人的重要措施；将思想政治教育引入大学生就业困难群体问题的解决过程中，可以发挥思想

政治教育的定向激励功能，并提升解决这一群体就业问题的针对性、有效性。因此，从思想政治教育和就业工作相结合的角度，针对大学生就业困难群

体的特点，对做好这一群体思想政治教育问题进行探讨，为促进该群体顺利就业、健康成才和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的长足发展提供服务、保证和引导作用

，已显得尤为突出和重要。

    本文从大学生就业困难群体的概念界定出发，分析了大学生就业困难群体的社会心理和思想状态，对大学生就业困难群体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不足

进行了探讨，并在此基础上，探求有针对的、可操作的有效途径与方法，以构建一个较为完备的大学生就业困难群体思想政治教育体系。

    正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大学生就业困难群体现状分析。首先对大学生就业困难群体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其次分析了大学生就业困难群体

的主要特征、类型及其构成，再次对大学生就业困难群体的社会心理和思想状态进行分析和研究，为大学生就业困难群体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的进一步研

究作好铺垫，使之更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最后，分析了大学生就业困难群体可能产生的不良效应。

    第二部分：大学生就业困难群体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不足。主要分析和研究目前大学生就业困难群体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不足之处，为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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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就业困难群体思想政治教育对策奠定基础。

    第三部分：大学生就业困难群体思想政治教育对策探析。首先探讨大学生就业困难群体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和目标；其次，深入分析大学生就业困

难群体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以及运行机制的构建；最后，探析大学生就业困难群体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合适载体、队伍建设以及建立健全社会支持

系统等问题。这是本文的研究重点。

5.期刊论文 陈军.Chen Jun 加强大学生在就业过程中的思想政治教育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8(1)
    大学毕业生思想政治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转型期,随着就业方式的转变,目前大学生在就业过程中存在着不少困难和问题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大学生就业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不足.本文从研究目前大学生就业过程中的现状入手,探索如何在就业过程中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

6.期刊论文 孟令乔 就业艰难期的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研究 -文艺生活·文艺理论2010(11)
    当今大学生毕业就业之"难",堪称中国社会的"一大难"."蚁族"的产生可以看出就业这一难题给大学生心理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在这一现状下,我们应

切实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使同学们树立正确的就业观,本着与时俱进,以人为本的理念做好就业指导工作.

7.期刊论文 芦永萍.董毅 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大学毕业生到西部去就业 -新西部（下半月）2007(3)
    目前我国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已相当突出.造成大学生就业难的主要原因是大学生就业观念没有及时转变.该文以服务大学生就业为切入点,针对毕业生

就业中表现出的问题,着力进行以下七个方面的思想政治教育,帮助大学生深刻理解到基层就业的伟大意义,唱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就业的主旋律,促进

毕业生就业.

8.学位论文 叶逢杰 高校贫困生就业分析及对策探讨 2008
    大学贫困毕业生是毕业生中的弱势群体，由于家庭经济、社会关系、地域、户口、专业等因素，他们在就业人格、就业观、自身综合能力等方面存

在一定缺陷，当他们毕业走向社会，就业形势必然越来越严峻。本文认为，贫困生就业弱势的形成在客观方面既有家庭经济、社会用人机制等因素，也

有学校扶持贫困生政策措施滞后等因素；在主观方面，有贫困生所学专业的局限，也有自身就业心理期待高、就业竞争过程中心理调适能力弱、个人综

合拓展能力欠缺等方面的不足。基于上述分析，贫困生就业状况的改善是一个系统工程，本文认为改善贫困生就业状况要从国家相关制度层面、高校扶

持机制层面和贫困大学生个人自我完善、自我提高层面入手综合解决。高校对贫困生就业扶持不能单靠就业指导中心，应当是全面的、持续的，重点要

放在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在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等深层次问题上进行“解困”，培养贫困学生健全人格；实现“资金式”资助到“能力式”资助

，“输血式”资助到“造血式”资助，大力培养贫困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构建有效的贫困生职业生涯规划体系，加强贫困生的就业指导与服务等

。高校贫困生就业问题研究也希望能够引起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有识之士、慈善机构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关注，从而形成良好的人文氛围，帮助

所有贫困生健康成长成才，最终实现充分就业。

9.期刊论文 林旭 促进高校毕业生积极就业的思想政治教育探析 -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0(8)
    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政府、社会、高校出台了相应的政策和措施,积极帮助毕业生就业.然而部分高校毕业生就业意识不强,就业期望值与现实不相

适应,出现"高不成、低不就"、"无业可就"和"有业不就"并存的局面.如何多渠道加强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教育、认知教育、就业观教育以及就业心理教

育,帮助毕业生强化就业意识,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和择业观念,是高校毕业生工作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

10.学位论文 李娜 思想政治教育中大学生就业素质培养研究 2008
    大学就业问题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和焦点。当前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大学生就业素质是关键，全面提高大学生的就业素质是解

决就业的重要因素甚至是决定性因素。大学生就业素质是大学生在即将就业或求职过程中这一特定阶段和时期有利于大学生就业相对稳定的心理和行为

特征。而就业中特别强调的择业观、创业观、诚信品质、竞争意识、责任感和奉献精神、择业心理正是思想政治教育应该加强的内容。同时，思想政治

教育有利于培养辩证的思维方式，从而有利于大学生专业技能的掌握和积累。显而易见，思想政治教育在大学生就业素质培养中具有重要作用。因此

，要切实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中大学生就业素质的培养，从而提高大学生的就业竞争力，促进大学生就业。

    而目前思想政治教育中大学生就业素质培养方面还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与不足。因此迫切需要切实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中大学生就业素质培养，正确认

识思想政治教育在大学生就业素质培养中的地位，完善就业素质培养中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不断创新就业素质培养中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加强就业

素质培养中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从而促进大学生就业。

    本文主要分为以下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分析大学生素质和大学生就业素质的含义及关系。首先明确这二个概念的含义，其次了解二者的关系，二者是共性与个性的关系。

    第二部分：探讨思想政治教育在大学生就业素质培养中的地位和作用。

    第三部分：分析当前大学生就业素质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择业观不正确，就业观念陈旧，就业心理较差，创新和竞争意识

欠缺，诚信和法律意识薄弱，专业技能不强。

    第四部分：探讨思想政治教育在大学生就业素质培养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是理论研究不够，二是实践探索不够。

    第五部分：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了解到思想政治教育在大学生就业素质培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然而当前大学生就业素质和思想政治

教育中就业素质培养方面都存在问题和不足。因而我们必须探讨思想政治教育如何加强对大学生就业素质培养的措施。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一是从思想上认识到思想政治教育在大学生就业素质培养中的地位；二是完善就业素质培养中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三是创新就业素质培养中思想政

治教育的方法；四是加强就业素质培养中思想政治教育的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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