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2卷第1期

2010年2月

黄山学院学报
Journal of Huangshan University

Y01．12．NO．1

Feb．2010

新时期做好高校共青团服务工作的思考

余雪芳
(黄山学院团委，安徽黄山245041)

摘 要：面对新形势、新任务，高校共青团服务青年的工作必须要以树立强烈的服务意识为前提。以找

准重点服务内容为核心，以提高团干服务能力为保障，增强团组织的活力、吸引力和凝聚力，不断开创共青

团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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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是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是党

的助手和后备军。一直以来。高校共青团都把竭诚

为青年服务作为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

在青年的学习成才、就业创业、精神文化、权益维护

等方面增强服务的实效性。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

不断深入和高等教育事业的飞速发展，高校共青团

工作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就业模式的转变、完

全学分制的推广、后勤社会化制度的实施以及大规

模扩招等都给高校共青团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高校共青团组织如何才能更好地担当起组织、引

导、服务青年的重任，如何才能更好地发挥学校党

委联系青年学生的桥梁和纽带作用，这是共青团组

织亟需认真思考的问题。

一、树立强烈服务意识是

做好高校共青团工作的前提

为青年学生服务，树立强烈的服务意识是做好

高校共青团工作的前提。高校共青团组织是“学生

之家，干部之校，师生之桥”，广大团员青年有烦恼

时愿意向团组织倾诉，有困难时第一时间会想到向

圃组织求助．这才真正体现“学生之家”的吸引力和

凝聚力。在新的时期，大学生的思想观念、行为举

止、个人需求都较之已往有了很大改观，但一些学

生仍不同程度地存在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

糊、价值取向扭曲、诚信意识淡薄、社会责任感缺

失、团结协作观念差、心理素质欠佳等问题。高校团

组织虽然在服务大学生成长方面做出了许多成绩，

但就服务意识来讲还不能完全适应社会发展的需

要。【l】11‘而且存在着团组织逐步受到青年学生冷淡、

疏远，团员意识淡薄等问题。青年是推动历史进步

的一支重要力量，在新的历史起点，党对青年一代

充满期待、寄予厚望。在新的阶段，党需要共青团更

好地团结带领广大团员青年。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的奋斗目标而不懈努力。闭高校共青团作为青

年学生自己的组织．应该把青年学生摆在工作的主

体地位上，高度重视学生的切身利益．立足于青年

学生，面向青年学生，牢固树立服务青年的意识，想

青年之所想，急青年之所急，真正服务于广大学生

的实际需求，只有这样，高校团组织在新的历史条

件下才有生存和发展的不竭动力。

二、找准重点服务内容

是做好高校共青团工作的核心

为青年学生服务。必须了解当代青年的基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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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必须充分结合学生实际状况，既要在思想政治

上帮助他们健康成长．又要最大限度地为青年学生

的就业、生活等方面提供优质服务，同时还要结合

共青团自身的特点。找准服务育人工作的重点和切

人点，这是做好高校共青团工作的核心。团的十六

大报告提出，要全面把握青年身心健康、个人成长、

事业发展、社会参与和权利表达的不同需求，深入

研究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服务青年的总体供给机

制，找准共青团的工作切入点．实施工作项目，把服

务青年的工作进一步做深做实。这也是共青团做好

青年工作的总体思路。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体制

的变革、社会的发展与多元化使得青年的需求发生

了多样化，高校共青团服务青年的工作不可能大包

大揽，也不可能无所作为，这就需要找准共青团服

务青年工作的切人点．服务青年的迫切需求。要结

合对青年的普遍覆盖。把那些大学生欢迎、团组织

能为的项目。设计成品牌工作去推进。在今后一个

时期高校共青团服务青年工作的主要内容是服务

青年的就业创业、成长成才、身心健康。

1．服务大学生创业就业

大学生就业问题不仅关系到学生、家庭的切实

利益，同时也直接影响着高等院校的办学思想、人

才培养模式和长足发展，关系到国家改革发展稳定

的大局。仞团的十六大报告也提出“全团要高度重

视、配合政府做好青年就业促进工作，调动一切可

以调动的资源，全面推进青年就业创业行动⋯⋯”。

这是服务青年迫切需求的重要方面．是共青团当前

重大而艰巨的任务。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作为

联系青年的桥梁和纽带，高校共青团组织要充分认

识自身的显著优势，努力在大学生就业创业这项系

统工程中有所作为、有所创新。

首先，要引导大学生转变就业观念，促进大学

生顺利就业。大学生就业困难除了就业岗位紧缺的

原因外，还有很大～部分原因在于大学生择业观念

陈旧，就业期望值过高，不愿意到基层、到农村去工

作，那么高校共青团组织服务大学龟就业，首先是

要通过思想教育和丰富多样的活动，引导大学生转

变就业观念，在暂时找不到工作的情况下．采取先

就业后择业的方式，要转变就业观念，放宽视野，到

最需要人才的地方去，要树立艰苦创业的思想．走

自主创业的道路。

其次，要拓宽就业渠道，搭建就业平台。高校共

青团组织自身体系广泛、宣传阵地多样，能够紧密

联系青年，这是其巨大的优势，而团组织又是一个

非常庞大的开放式系统，遍及国家建设的各个行

业，高校团组织可以利用自身组织优势和资源优

势，在毕业生与社会用人单位之间搭建信息平台，

沟通就业政策和信息，积极拓宽就业信息渠道。

2009年，共青团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建立一批学

校战线的共青团“青年就业创业见习基地”．广泛动

员社会资源，帮助广大高校学生积累工作经验，提

高就业创业能力。为企事业单位选人用人搭建平

台，可以说这项举措既可以培养大学生社会实践能

力，让青年学生有机会认识社会、了解社会，又可以

提供预备就业岗位和自主创业的条件。让社会实践

功能和领域得以有效拓展。

第三，要充分发挥学生社团的作用，举办大学

生创业计划大赛。培育创业氛围，培养创业意识，开

辟大学生就业新途径。学生社团作为学生自发成立

的组织在高校学生活动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如“大学生创业者协会”、“职业生涯发展协会”等社

团成了大学生交流就业感受、提供就业信息、共享

就业经验的重要场所。高校共青团要积极扶持这些

有利于就业创业的学生社团，通过社团开展各种就

业创业活动．提高大学生就业的技能、素质和信心。

此外．高校共青团还可以以“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

为载体，整合资源，创新机制，引导毕业生艰苦创

业、科技创业、自主创业，指导和帮助大学生逐步走

上自主创业的道路。

2月艮务大学生成长成才

团十六大报告指出“要努力服务青年学习成

才”。在高校，要在大学生中开展丰富多彩的社会实

践活动．帮助青年学生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

风，引导青年学生把书本知识与投身社会实践结合

起来。在实践中经受锻炼，增长才干。比如，团系统

的品牌活动大中专学生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活

动是青年学生服务社会、学以致用、锻炼社会实践

能力的重要渠道；开展大学生志愿者服务活动，既

可以服务社会。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可

以使大学生接触社会、了解社会、提升自我。这些实

践活动都有助于培养学生适应社会的能力。

此外，学生科研、学术活动的开展也有助于培

养学生成长成才．如黄山学院团委就开展了“大学

生自由讲坛”、“专家教授论坛”等特色活动，深得广

大师生的赞誉。高校团组织除了继承一些传统的深

受学生喜爱的活动之外。还可以结合青年的时代特

点和社会发展的动态。推陈出新创造性地开展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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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教于乐、培养能力的活动，比如大学生DV大赛、

大学生多媒体课件制作比赛、手机短信动漫游戏嘉

年华、时装表演秀、职场礼仪大赛等活动。努力为学

生全面发展提供空间和平台。

3．服务大学生身心健康

共青团要关心青年的身心健康，让青年朝气蓬

勃地学习、工作和生活．这是共青团服务青年健康

成长的重要内容。在高校，作为一代独生子女的青

年学生面临学习、就业、人际交往等多方面的压力，

同时面临成长期特有的困惑，容易产生心理健康问

题，他们迫切需要帮助，需要来自家庭、朋友之外的

有组织性帮助．这正是高校共青团工作大有可为的

地方。高校团组织要努力帮助青年学生提高心理健

康意识，建立心理咨询和辅导中心，及时开展心理

健康教育与心理疏导工作．为学生开通心理咨询专

线。有条件的高校可以在班级设立心理健康信息

员，及时关注学生心理动态，掌握动向。还可以依托

大学生心理协会等相关学生社团开展心理健康节

等活动，帮助大学生正确认识一些心理问题，解疑

释惑，鼓励青年学生大胆参加社会交往，培养广泛

的兴趣和爱好。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基层团组织

要主动关心帮助有困难的学生．让他们感受到团组

织的温暖。同时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吸引广

大学生积极参与，陶冶他们的情操，努力为青年学

生健康成长创造优美的环境。

三、提高团干服务能力

是做好高校共青团工作的保障

团的十六大报告要求“广大团干部要按照忠诚

党的事业、热爱团的岗位、竭诚服务青年的要求，树

立强烈的政治意识、责任意识、学习意识，把全部精

力放在工作上。在全身心的工作投入中提高做好工

作的本领。”团干部队伍是共青团工作的骨干力量，

高校团干部是实施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组织保证，

要真正建设一支“让党放心、让青年满意”的团干队

伍．保障高校共青团工作的实效性，就必须努力提

高团干的服务能力，加强团干的自身修养。从团干

的特点来看，年纪轻、阅历浅、理论水平不够是共同

的。少数团干部还存在工作浮躁、不够深入、有短期

行为的现象，这都影响了团组织服务能力的建设。

当前要建设一支服务能力强的团干队伍，重点要加

强学习和实践锻炼。不断提高团干部的理论修养、

知识水平和实践能力。一是强化理论学习，不断提

高团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二是以实践锻炼为根本

途径，努力提高团干部驾驭全局的能力。三是强化

团干部的对外交流。将“走出去”和“请进来”相结

合，有计划地组织安排团干部到其他高校参观考察

并学习兄弟学校团务工作的先进经验，开阔团干部

的视野，更新观念，增长知识。

为青年服务是新肘期共青团增强团组织的活

力、吸引力和凝聚力的基本途径，高校共青团组织

要始终把为青年学生服务作为开展工作的立足点，

努力为青年学生的迫切需求提供切实有效的服务。

在服务青年学生中团结青年、引导青年、赢得青年，

实实在在做好高校共青团服务青年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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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动性等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时代特征;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产业化、后勤社会化和素质教育的实施,高等教育改革进一步深化.高校共青团所处的时代背

景、社会环境、工作对象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这些变化对共青团的组织依托、设置方式、教育管理模式和活动方式产生深刻影响,高校共青团工作

面临新的机遇和严峻挑战.新形势下,高校共青团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实现工作方式、工作内容、工作途径、工作领域的拓展和深化,建立和完善与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组织体系和运行机制.高校共青团要以教育引导为基石、以服务为基本工作手段、以网络为新的工作途径、以"大学生素质拓展

计划"为契机、以社会化为工作突破口,增强共青团在高校德育的凝聚力、号召力、影响力和实效性,以全面创新工作提升共青团在高校德育的地位和作用

.

5.期刊论文 艾尼瓦尔·塔依尔.Anwar·tayir 论高等学校共青团的工作职能的几点认识 -吉林粮食高等专科学校

学报2002,17(4)
    随着高速发展的二十一世纪的来临,高等学校作为培养教育高素质复合型人才的主要基地,肩负的重担越来越重,而高等学校共青团的工作又是此项工

作中不可替代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工作职能也慢慢地发生着变化,创新、实践、服务等内容正在成为它的职能之一,使之越来越配合学校的全面素质

教育.

6.期刊论文 魏伟 关于高校共青团构建大学生服务体系的思考 -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04,19(z1)
    "为青年服务"思想是共青团的建团宗旨和时代的要求,也是青年群体自身所需,为此,要增强高校共青团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必须树立为大学生服务理

念,努力构建服务体系,增强服务能力,使共青团的工作达到一种新的境界.

7.期刊论文 刘胜洪.黄碧珠 新形势下做好高校青年团工作的几点思考 -中山大学学报论丛2004,24(1)
    中国共产主义共青团是中国共产党的助手和后备军,是青年在实践中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高校共青团担负着培养和造就新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

文化、有纪律的共产主义新人的使命.文章结合目前高校共青团工作的一些实际情况,就如何做好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共青团团员意识和搞好校园文

化建设等方面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8.期刊论文 孙体楠 发挥高校团组织优势,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河南教育（高校版）2007(8)
    高校团组织是以大学生为主体的群众组织,在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只有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作为高校团组

织的中心工作,依靠团学干部队伍,从校园文化、社会实践、网络思想教育和共青团能力建设等方面不断创新,才能开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局面.

9.期刊论文 朱学 如何发挥共青团阵地建设来提升大学生思想教育 -山东青年2010(12)
    新形势下,传统的高校共青团思想阵地建设暴露了其单一、缺乏内涵的弊端.高校团组织必须通过更新教育理念、依靠现代教育环境、创新组织建设

、利用教育资源等途径,不断加强思想教育阵地建设.才能搞好青年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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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期刊论文 李志春.Li Zhichun 新时期高校共青团服务体系的构建 -中国水运（理论版）2006,4(5)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必须加强共青团的能力建设.要增强高校共青团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必须树立为大学生服务理念,努力构建服务体系,增强服务能力

,使高校共青团工作更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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