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刍议教育工会在高校改革中的作用

邰储仓
(黄山学院工会，安徽黄山245041)

摘 要：面对高校改革转制的新情况，教育工会要积极发挥应有的独立作用，通过维护好教职工的权

益，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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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的今天，高校体

制改革滞后已经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虽然

我国的高等教育在“扩招”和“并校”之下有了长足发

展，但由于没有从体制改革上解决问题，高校发展过

程中矛盾是越积越深，如沉重的债务问题、数量扩张

与质量提升问题等等。因此，深化高校改革，切实解

决高校发展中的体制问题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在高校改革的进程中，高校工会作为党领导下

的群众组织，联系教职工的桥梁，如何在改革中贯

彻好学校改革、发展、稳定的精神。处理和维护好教

职工应有的权益，努力创造有利于改革的氛围和环

境。是一项艰巨而光荣的任务。

一、工会在高校改革中的定位

1．高校工会必须代表教职工利益

工会是教职工自愿参加的群众组织，而党领导

下的工会组织是代表广大教职工根本利益的。当前

要在全局上把握住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以及科学发展观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要在高校改

革转制中把握好、实现好、维护好广大教职工的根

本利益，要倾听群众的呼声，反映群众意见，集中群

众智慧，使高校改革转制的决策更加科学化、民主

化、程序化。

1．工会组织应具有体现自身特点的相对独立地

位

上个世纪50年代初。刘少奇同志曾支持邓子

恢同志针对工会出现脱离群众的问题。提出了“基

本立场”和“具体立场”的观点，即“工会工作者的立

场和态度不应与企业行政人员混同起来，虽然双方

基本立场一致，即都是在为国家，同时也是在为工

人阶级自己的利益服务这样的前提下工作，但在具

体立场上仍有所区别。他们各自的工作岗位、任务

不同。”即使在公营工厂中，工会仍有代表工人利益

的基本任务。“工会应当从工会本身的立场来贯彻

党的政策”，而不是常常表现为与行政毫无二致，提

出同样的口号，说同样的话。做同样的事。应当看

到，所谓基本立场相同，具体立场又有所不同，实则

反映了一切相同的事物之间．不仅有同一性，而且

有差别性。高校工会组织在处理各方面关系时，要

有代表教职工利益和意识的具体立场，要体现自己

工作的特点。这也是为了更好地体现和落实改革的

基本立场。必须明确并解决好两者之间的关系。

3．正确处理改革转制与广大教职工利益的关系

如何把握工会在当前高校改革转制中的特殊

地位．把握改革转制与广大教职工的利益关系，在

更高的水平上把教职工的目的要求与改革转制目

的要求有机结合起来，这是工会组织应当研究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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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课题。当前高校工会组织在深化人事分配制度改

革的过程中应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以“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实事求是地看待

改革转制与广大教职工利益两者的关系。改革转制

作为高校发展的必然选择，从长远目标看是符合广

大教职工的根本利益的。就是说学校发展前景好，

社会贡献大，既有利于国家的发展，教职工也有更

好的发展前途，经济效益和社会地位更有保障。高

校改革转制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工作。需要广大教

职工的积极参与和支持。教职工的根本利益能否得

到尊莺和体现，也直接关系到职工群众对改革方案

的认可度和支持度，关系到教职工积极性能否充分

调动与发挥。也关系到改革中各项工作能否顺利进

展，关系到改革事业最终目标能否实现。因而，在当

前高校改革中处理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就能够反

映出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之

间的关系。高校工会组织要当好广大教职工利益的

忠实代表，在高校改革转制实践过程中，发挥好自

身特殊地位和作用，去联系群众，宣传群众，当党与

群众之间的“桥梁”，统筹兼顾。妥善处理各方面的

利益。加强对学校事务的民主参与、民主管理、民主

监督，要实事求是、旗帜鲜明、认真负责地宣传维护

教职工的合法权益，尤其是工会的源头参与和教代

会的民主监督作用，团结和动员广大教职工认真处

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确保改革取得预期

的效果。

二、积极发展工会在改革中的作用

1．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把思想统-N对改革大

局的认同上来

高校改革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紧

密相关的，也是高校在新形势下谋求发展的必然选

择，不改革就没有出路。实践证明，深化教育体制改

革是一项关系国家整体优势提高的霞要举措。它是

力度强、难度大的根本性变革。因此，高校改革每前

进～步，都离不开广大教职工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参

与。高校工会组织要努力使广大教职工认识到高校

改革的重要性，认识到以学科建设为龙头，以教学

科研为中心，提高学校整体水平的必要性；要从思想

理论上提高认识，树立全校一盘棋的观念，了解改

革中打破旧框架、大锅饭、铁饭碗、铁交椅和铁工

资，实现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

配制度；要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

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要处理

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次分配更加注重公平性、

合理性与必然性。要使广大教职工理解改革。支持

改革，要通过学习，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统一认识．

主动投身到改革大潮中去，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

通过改革，充分发挥和体现自身价值。

2．源头参与，畅通渠道．保证民主程序的实施

高校工会组织维护广大教职工利益必须从源

头参与做起，使学校的各项改革措施从一开始就汲

取教职工群众的意见，体现广大教职工利益。第一．

要做到源头参与，就要增加工作的预见性，坚持超

前调研，超前参与，及时提出工会的主张和建议，努

力将调研成果转化为领导决策的依据，从而制定出

符合实际，切实可行，公平合理的方案。第二，要增

强『亡作的民主性，建立健全民主管理运作机制，坚

持党政工联席会议制度，定期互通情况，上下沟通。

在人事制度改革方案中，定编定岗是关键～环，工

会是党领导下的群众组织，不是行政管理部门，因

此工会必须依法参与学校改革领导小组。对学校改

革的各项工作积极参与，并增加学校改革工作的透

明度、民主性，这有利于调动教职工的积极性、参与

性和认同性。发挥教代会、民主恳谈会、教师联谊会

的作用，使广大教职工与学校领导之间的联系制度

得以落实。积极采纳教职工的合理意见和建议，使

各项决策和措施的制定都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之上，

置于教职工的监督之下。使广大教职工全方位、全

过程地参与其中，为改革的顺利推进奠定坚实的群

众基础。

3．当家作主，民主监督，充分发挥教代会的应有

作用

教代会是依照我国的《教育法》、《教师法》和

《高等教育法》，按照一定比例从全体教职工群众中

民主选举产生的，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最能反映全

校教职工群众的意志和愿望，在高校人事制度的实

践中，改革的内容越来越涉及教职工利益的调整，

改革转制的成效越来越取决于教职工积极性的调

动，越是关键时刻，就更是迫切需要教职工的理解

和参与，因此必须进一步发挥教代会的作用，加强

教代会建设，贯彻实行民主集中制。严格按照少数

服从多数的原则履行各种程序，直至通过体现集体

智慧和意志的决议。高校人事分配制度改革涉及学

校的方方面面，各个单位、部门、层次和团体都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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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利益诉求。尤其是在新旧体制交替、历史积

淀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新体制还没有形成的过程

中。因此，在具体问题的操作过程中，应该加强民主

监督，实行阳光操作，增加透明度，把目的、要求和

条件等都交给教代会讨论，全面征求教职工群众的

意见，就能很好地形成共识，化解矛盾，使领导的意

图很好地被教职工所接受，同时能很好地加强职工

群众的民主监督，使改革措施具体化、合理化、科学

化、程序化，从而深化改革，推进改革，完善改革。

4．民主管理．履行职责，积极维护教职工的具体

利益

工会维护教职工的合法权益，很重要的方面就

是维护教职工的民主权利与具体利益，而这些主要

是通过民主管理来实现的。要结合学校实际情况，

真正体现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一切按规定程序

办事。要克服本位主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作

风。科学而严谨地落实规章和制度，坚持用制度管

权、管事、管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

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完善

各类公开办事制度，提高学校工作的透明度和公信

力，做到措施细，职责明，内容清，可操作。校工会组

织应密切关注和研究在深化体制改革中，特别是人

事制度和分配制度改革中关系每一位教职工的切

身利益的措施。同时工会组织作为教职工利益的代

表者和维护者，要义不容辞地在改革全过程中加大

维护教职工合法利益的力度，把好内容审议、讨论、

决定、监督落实等各个关口，并对可能出现的问题，

全方面给予关注，从而最大限度地维护教职工的具

体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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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acing the new situation of transform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refotin，Education 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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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高校的改革;2.坚持教代会的基本制度和推行校务公开的制度,加强民主管理制度建设,推动高校的民主政治建设;3.维护教职工的切身利益,办教职工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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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高校改革的深化,工会的职能已发生转变,不再是娱乐和福利的代名词,更多的是参与学校民主管理,协助好教学科研管理工作,尤其要从思想上、

业务上、文化和生活上关心青年教师,为他们的成长创造良好环境,从而使工会成为他们的良师益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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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聘任等各方面的要求;一方面要加大维护教职工正当权益的力度.但是,长期以来高校工会受传统观念和工作模式的制约,不重视院系基层工会和工会小

组的建设,甚至不注意广泛地联系群众,致使许多群众不了解工会的职能和作用,形成了"学校工会干部热火朝天,院系工会干部跑跑颠颠,广大职工群众冷

眼旁观"的局面.一些高校工会追求表面效果,仍然停留在"搞文体、抓福利"的工作水平.如此现状与新时期的高校改革发展形势很不适应,严重制约了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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