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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校区办学背景下高校共青团工作的问题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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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快速推进，涌现出了一大批“一校两区甚至多区”的高校，使高校共青团工

作出现了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合理解决多校区办学背景下文化底蕴差距明显、运行成本急剧提高、发展定位不

平衡、组织结构不科学等共青团事业发展的障碍。促进多校区办学中高校共青团工作又好又快发展，是高校共青

团必须研究解决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多校区；共青团工作；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D2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47X(2009)06-0115-03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快速推进。自1992年起，我

国开始了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合并办学是其重要措施

之一。据教育部统计。1992年至2000年11月。全国因合并

调整净减高校324所。【q随着高校的大范围扩招，原有大学

校园面积的有限、教学设施的落后等问题不同程度地暴露

出来。．于是人住大学城或在城市周遍地带购买土地建设新

校区便成为高校发展的另一个重要趋势。合并和扩建两股

大潮使我国许多高等院校形成一校两地甚至多区的格局。

以安徽省合肥市的高校为例。已经有近lO所高校在大学城

或在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了新校区。多校区办学的高校建

设发展模式在合理整合教育资源、拓展新的发展空间等方

面起到了积极作用，解决了一些实际矛盾和发展问题。但是

也带来了一些其它问题。多校区规模大、校区多的特点。使

得多校区大学共青团工作出现了一些诸如工作对象的层次

发生上移、工作内容由微观转向宏观、工作方式由过程管理

转向目标管理等新特点。哒些给高校的共青团工作带来了
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新考验。如何做好多校区办学条件

下的高校共青团工作。是一个迫切需要研究和探索的新课

题。

一、多校区办学背景下

高校共青团工作的问题与挑战

(一)文化底蕴差距明显

由于多校区办学的新校区一般都建设在城市周边，与

之相伴的往往是居民社区或工厂企业。基础设施建设都处

于发展起步阶段。条件不完善甚至滞后的情况时有体现。而

且城郊结合部的地理位置和原居民的生存状态决定了新校

区大学文化的相对缺乏．校园周边缺少现代化的文化、政

治、法律等方面的意识和氛围。相对老校区较为成熟完善、

积淀深厚的文化底蕴来说．校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一

边是老校区校园文化的成熟繁荣。一边是新校区缺乏大学

人文背景和文化底蕴。校园文化乃至团的各方面建设都相

对滞后。如何克服因为环境氛围尤其是文化底蕴差别带来

的影响。形成富有学校特点和校区实际的校园文化底蕴，因

地制宜地做好新校区的共青团工作是亟待解决的首要问

题。

(--)运行成本急剧提高

多校区办学．空间上的距离和阻隔极大地提高了共青

团工作的运行成本。对于创建新校区的多校区办学高校来

说，通常新校区都在距离城市中心较远的城郊地带，与原校

区相距甚远。这就极大地提高了由距离产生的机会成本和

物质成本。甚至由于沟通交流的不便，信息传达的不畅，工

作衔接的失误．导致风险成本也急骤提升。对于合并后的

多校区高校来讲。合并前各校的办学性质、管理模式、思维

方式都可能成为后来建设发展的障碍，在某种情况下。原先

各自的特色都很可能成为合并后建设发展的桎梏。由于大

多数高校各个校区的共青团工作仍然处于调整、磨合、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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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必须确定一个“权力中心”，以便及时决策和处置出现的

问题和矛盾，采用集权制的管理模式更有利。

(--)发展定位不平衡

目前，几乎所有的大学都确定老校区为本部，是整个工

作的核心和枢纽。所以在老校区共青团工作各方面已经成

熟完善的情况下，新校区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老校区的共

青团工作已经在正常的轨道上平稳运行，新校区的共青团

工作模式、内容还需要在实际工作中不断进行探索。老校区

的共青团工作对新校区共青团工作是统领性的，不可避免

地会出现新校区被动接受的局面。这样一方面容易埋没各

新建校区的特色优势，不利于形成百花齐放的共青团工作

和活动氛围；另一方面没有通过全面调查、广泛民主，容易

造成决策失误，不利于调动全体共青团干部队伍乃至全体

团员青年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新性。因此坚持在一个中心

的情况下，保持两点甚至多点平衡是多校区办学背景下高

校共青团组织工作必须科学处理的一个重要问题。

(四)组织结构不科学

在多校区办学情况下．高校共青团组织的组织结构以

及制度建设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有的高校在新校区设立

了分团委，有的高校针对各校区所在地的不同情况，对组织

机构以及运行流程进行了新的设计。在“纵切”和“横切”的

校区分割模式下。共青团工作形成了“以条为主”纵向分割

和“以块为主”横向分割的工作模式。不论是“以条为主”还

是“以块为主”，依然都是传统的金字塔形的屡级结构。如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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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区团委

老区各院系团总支

老区学生套、社目

新区各盹系团总支

新区学生套、社目

圈1多校区办学情况下共青团工作的层级结构

这打破了共青团工作和活动的整体性。虽然不少高校

也对相关制度进行了研究和实践。但是如何避免组织结构

的重复、工作程序的繁琐、沟通渠道的不畅、分工协作的困

难、责任主体的不明等等，仍然是一个普遍存在且相当棘手

的问题。

二、改进多校区办学条件下共青团工作的具体对策

(一)建立立体化的组织结构，提高运行效率

多校区大学是多个校区的聚合体．是高等教育的一种

新组织。无论是因合并还是新建而形成的多校区大学，从法

律意义上来说应为单一法人组织．始终是一个班子、一套机

构、一套制度、一个财务、一个规划。相对应的共青团工作也

应该坚持统一前提下条块结合的立体化工作模式。工作重

心不应该以校区的建立时间长短为标准。而应该按照学生

主体为转移。以学生相对多的校区为共青团的工作重心．在

其他校区成立相应的团委办公机构，配备专职团干部。按照

学校团委的统一要求，除了坚持搞好各项共青团品牌工作

项目之外，根据各自校区的实际情况，做好团的各项日常工

作。因地制宜地主持、设计、组织、开展好新校区的各项校园

文化活动。探索建立既体现学校共青团工作统一理念又适

合所在校区特点与实际情况的工作新机制，形成相互辐射、

纵横延伸、互通有无、互相弥补的工作思路和一体多翼共同

发展的共青团工作与活动格局。

(二)创建网络阵地，构建统一的信息化系统平台

多校区办学背景下的共青团工作人员必须具备现代化

的工作意识和工作观念，熟练掌握现代化的工作手段和工

作技巧，从而克服多校区办学空间上的距离和时间上的过

程，提高工作效率，节约管理成本，优化工作效果。在现阶

段，网络阵地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多校区大学规模庞大。人

数多，组织机构庞大、复杂。工作与活动的运行程序和环节

相对较多。科学合理地运用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创建统一

的信息化网络平台，能够有效地克服空间上的异地问题，实

现网络阵地上的零距离沟通、交流。及时、快速、便捷地发

布、接受、处理信息。科学高效地进行权限设置、活动审批。

构建跨校区的统一化的管理信息系统应成为团学工作中的

重要建设项目。目

(三)创建特色品牌项目。培育大学文化

在活动建设上要坚持“打牢基础、创新载体，赶优争先”

的策略，充分继承和发扬老校区的特色和品牌项目，各新建

校区要积极结合本校区的实际情况。探索营造校园文化氛

围、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方式方法。共青团工作与活动的开

展要注重所在校区的文化氛围。注重团员青年成长成才的

需求特点，与校风校纪、学风建设相结合，结合建设时间短、

文化底蕴薄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审时度势，抓住时机．结

合专业特点。开展主题鲜明的活动，循序渐进地促进活动从

休闲娱乐型逐步向艺术型、思想型、学术型、科技型和知识

型转变。形成常规活动、特色活动与创新活动相结合的新局

面。实现各项活动内容和数量、质量、影响力、参与面年年有

突破和创新的目标．及时把各新校区的校园文化有机地融

合到学校统一的校园文化当中，形成独特的大学文化和人

文底蕴。适时地借助校园文化的品牌效应，加深青年学生对

校园文化的认识和理解。强化对大学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

感。

(E1)完善考评制度，加强共青团干部队伍建设

团干部是团员青年的一面旗帜，是团员青年时时参照

的坐标。建设一支作风正派、素质过硬、甘于奉献、乐于吃

苦、勇于创新的团干队伍。是推进多校区办学条件下共青团

事业发展的重要资源保障。一校多区的办学格局要求学校

必须充分利用和挖掘各种层次、各种类型的人力资源，‘僦
共青团工作来讲．基层团干队伍建设的健全完善程度，直接

关系着各校区乃至全校的共青团事业发展。多校区办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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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必须建立健全高标准的选拔机制，按照德才兼备的标准，

不拘一格地把优秀的年轻人才选拔充实到各级团的岗位；

按照分类实施、分级负责的原则，加强对青年团干部的教育

培训和实践交流。从而提高共青团干部的理论水平、政策水

平和工作能力，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多校区办学需要和青年

自身发展的新变化。用科学的工作理念指导工作、开展工

作；完善共青团工作考评奖励制度，将优秀共青团干部表彰

奖励纳入各级教师、教育工作者表彰奖励体系中，按一定比

例评选，统一表彰。要确立适当高效的分工协作体系，规范好

业务活动和管理范围，使各级团组织岗位明确、职责到位、

责任到人。从而确立起把组织与个人力量结合为有机整体

并发挥最大效益的基本框架；H适应团干部流动较快的特

点，将团干部的培养、使用和输送有机地结合起来，一方面

通过加强各级团总支委员建设。保证团组织充足的后备力

量，及时把思想好、能力强、素质高、作风正、有培养前途的

优秀年轻同志选拔到团的工作岗位上来；另一方面，有计划

地做好团干部的转岗工作，对综合素质好、工作成绩突出、

有发展潜力和培养前途的优秀团干部．大胆提拔使用或重

点培养。

(五)健全学生组织，加强对学生干部的培养和使用

高校的学生组织作为有特定结构的团体，既锻炼培养

青年大学生，又是引领凝聚青年学生群体的重要载体，还是

青年大学生自我肯定。自我实现的重要平台。作为其成员的

学生干部一般都是活跃在高校校园中的素质高、能力强的

青年大学生．是学校和学生之间沟通交流的桥梁和纽带，是

大学校园活动和高校学生管理的积极组织者和主要参与

者，是学校开展育人工作和文化建设的中坚力量。由于多校

区高校校区相对分散、校区学生特点不同、共青团工作统筹

兼顾难以兼得等特点，对多校区办学的高校共青团工作来

说。学生组织的健全完善程度，学生干部素质能力的高低显

得更加重要。因此．多校区办学高校的共青团组织要进一步

完善学生干部的选拔任用机制，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进一

步加强对学生干部的培训教育。不断提高其工作能力；进一

步优化学生干部的监督制约机制，树立学生干部的威信和

信誉；进一步完善学生干部的考核机制和动态管理机制，注

重培养和提高学生干部的思想政治、道德品质、生理心理、

学习业务等方面的素质，从而不断提升他们的组织能力、执

行能力和创新能力。

多校区办学背景下，高校共青团工作的困难是客观存

在的。是挑战也是机遇，高校共青团组织必须结合新时期共

青团工作的要求和任务目标，坚持统一性，强化共青团工作

的基本职能；坚持多样性。推动校园文化品牌化发展；坚持

科学性。实施立体化的工作运行机制，坚持“眼睛向下，重心

下移”，实施职能下放，权限分级，简化操作程序，构建扁平

化团学组织机构。不断推进多校区高校共青团工作又好又

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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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in the College Communist Youth League Work

under the Circumstance of Multiple--campus Operation、
WuⅥren

(Politics and Law Cofiege，Anhui Normal University,Wuhu241000，China)

Abstract：With the rapid promotion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reformation in China,a large scale of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es have turned into the mode of”operating in 2 campuses or even many

campuses”，which causes a series of new circumstances and problems for the College Communist Youth

League Work．Obstacles have appear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Youth League cause under the circumstance

of multiple-campus operation，such∞the distinctive gap in cultural background，the skyrocketing of the

operation expenses，the imbalance of development orientation，and irrationality of the organizing structure

etc．What is urgently needed for the Youth League work is to overcome these obstacles and tO promote

quick and fine development under the circumstance of multiple—campus 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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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大学城的建立使广州许多高校从原来的老校区搬到新校区进行运作,很多学校面临着多校区运作的模式,即使部分学校整体进驻,共青团的工作仍

然面临很多问题.以大学城部分高校的运作情况为个案,结合自身的工作,分析存在问题的原因,并试图在此基础上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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