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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三全 育 人 ” 格 局 下 高 校 辅 导 员 队 伍 角 色 定 位 与 转 型 论 析
刘素贞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党委组织部, 上海 201620)
摘 要: 高校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使命, 正在积极构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格局。在此形势下, 作为高校思政工作
一线骨干力量的辅导员队伍面临新的角色转型, 找准自己在高校 “大思政” 中的新定位, 要成为全员育人的骨干力
量, 做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工作的组织者与育人资源的协调者; 要成为全过程育人的融通力量, 做学生全面成长的
指导者与持续发展的推动者; 要成为全方位育人的串联力量, 做 “十大” 育人体系落地的终端实施者与成效评估者。
在三全育人的新格局下, 辅导员队伍要与校内外育人队伍一起, 协同攻关、形成合力, 共同推进一体化育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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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n the Role Orient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for Advisors in
Colleges with the Pattern of “All-Aound Education” in
the Whole Process with All Staff
LIU Suzhen
(Department of Organization for CCP Committee，Shanghai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1620，China)
Abstract: Focusing on the fundamental mission of moral educatio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e actively building a pattern of allround education in the whole process with all staff. In this situation, as the backbon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dvisers are facing a new role transformation. They should find their new position in the ”grea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y should become the backbone in all-staff education, the organizer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management, and the coordinator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As the instructor for students’ all-round development and
promoter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y ought to become the integration force of the whole-process education. It is necessary for
them to serve as a tandem force of all-round education and a terminal implementer and effectiveness evaluator of the education system.
In the new pattern of all-round education in the whole process with all staff, the advisor teams have to work together with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education teams to tackle key problems, form joint forces and jointly promote the integrated education mechanism.
Keywords: all-round education in the whole process with all staff; advisors; role orientation; transformation

0 引言

央把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摆在突出位置, 做出了一系
列重大决策部署, 尤其是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议召开以来, 高校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把思想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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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工作作为高校一切工作的生命线, 全员全过程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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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全过程育人, 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贯穿高等

方位育人 (简称 “三全育人”) 理念得到深入推进。高

教育全过程, 从单向衔接到一以贯之

校正在以深入推进 “三全育人” 综合改革以着力点,

全过程育人强调思想政治工作是学校各项工作

构建高质量思想政治工作体系, 提升思政育人质量。

的生命线, 是持续性的、贯穿始终的。高校以立德

从育人实践上来说, 育人主体增多、育人路径增多、

树人为根本使命, 将思想政治教育这根生命线融会

育人环节增多、育人资源增多, 将大大提升思政育

贯通于学生的成长全过程, 从学生入学贯穿到毕业、

人质量。但同时也面临一个新的问题, 这些多元的

从基础教育贯穿到高等教育。这就需要高校进行顶

育人主体、路径、环节、资源互相之间如何能形成

层设计, 建立起一套思政育人体系, 推进大中小德育

系统的、一体化的育人合力?

一体化进行相互衔接, 针对学生不同成长阶段的需

高校辅导员队伍一直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力

求特点开展持续性的育人工作, 引导学生始终朝着

量, 尤其是长期以来在一线面向学生开展思政育人

一名时代新人的方向成长。

实践的骨干力量, 在 “三全育人” 新格局下, 辅导员

1.3 全方位育人, 要求高校人才培养各个环节都担

队伍必然面临新的角色定位。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和

负起育人使命, 把育人 “岛屿” 连成育人 “大

研究既是推动高校 “三全育人” 落实落地的关键性

陆”

问题, 也是辅导员队伍建设的新命题。

全方位育人要求思想政治工作融入高校组织建

1 “三全育人” 格局对高校思政工作
提出新要求
新时代, 党中央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视达
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同时也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提出了新的要求, 形成了新的高等教育思想观: 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是知识体系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
的结合与综合 [1] , 共同服务于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总体目标。
以此为出发点, 高校正在致力于科学把握思想
政治工作的定位, 将思想政治工作融入高校办学治
校的全过程, 着力构建一种 “大思政”“全思政” 格
局。“三全育人” 理念强调以全员、系统、整体的
思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 以 “融盐入汤” 的方式开
展思政工作, 对高校思政工作提出了明确而具体
的新要求。
1.1 全员育人, 要求学校积极整合校内外各类育人
资源和队伍, 从单主体走向多主体
全员育人要打破思政教育长期以来的单主体格
局, 更强调思想政治工作主体的普及性、多元性, 学
校、家庭、社会、学生组成 “四位一体” 育人机制, 都
是育人主体, 都要担负起育人职责。高校要着力构

设、教学管理、校园文化、社会实践等各项工作之
中, 切实构建课程、科研、实践、文化、网络、心理、
管理、服务、资助、组织等 “十大” 育人体系。“十
大” 育人体系涵盖了学校的所有教育教学和管理
服务环节, 但是在实际工作中, 由于业务分工不同、
管理职能相对独立, “十大” 育人或分属不同的职能
部门或者需要多个部门之间协同, 职能部门各自业
已形成了相对稳定和成熟的工作方法、工作疆域
和工作格局, 就像是自成一体的育人 “岛屿”。高校
要整体推进思政育人工作, 打破育人环节的各自疆
域, 将思想政治工作融入每项工作、每个环节, 将
一个个育人 “岛屿” 连成广袤的育人 “大陆”, 构建
一个内部畅通、有效串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育人磁场。
这样一种 “三全育人” 建设要求, 正是对长期以
来高校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思想政治工作 “自循环”
状态的纠偏, 把思想政治工作重新再嵌至高校育人
体系中, 成为最核心的育人使命。

2 “三全育人” 改革对辅导员队伍带
来的机遇与挑战
“三全育人” 如何落到实处？其中很关键的一点

建以学生为圆心, 以学生骨干、辅导员、专业教师、

在于如何发挥好辅导员在 “三全育人” 中的作用。因

学校党政管理干部、教辅后勤管理人员、退休教职

为长期以来, “辅导员在 ‘三全育人’ 中的特殊地位和

工、家庭、校友、校外导师、社会育人资源等队伍为

作用在于: 他们已经是独立承担全程全方位育人的

半径的育人共同体。

唯一主体, 并且在全员育人中居于落地者、协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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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跟踪者的重要地位 [2] 。” 从高校思政工作实际情
况来看, 如果脱离思想政治教育教师队伍尤其是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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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三全育人” 格局下辅导员队伍的
角色定位

导员队伍, “三全育人” 可能无法实现真正落地, 因
此, “十大” 育人体系的每一项育人工作都要高度依
赖辅导员的配合和落实。

《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教育部
43 号令) 中强调: “辅导员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三全育人” 对辅导员队伍发展既带来了新的

育的骨干力量, 是高校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和管

机遇也产生了更多的新挑战。机遇是, 有助于进

理工作的组织者、实施者和指导者 [3] 。” “三全育人”

一步加强辅导员队伍的职业化和专业化水平。从

格局下, 辅导员队伍要着力担负起 3 种新型角色: 要

长期实践来看, 辅导员队伍在高校容易成为开展

成为全员育人的骨干力量, 做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

日常思政工作的唯一力量。这既反映出新世纪以

工作的组织者与育人资源的协调者; 要成为全过程

来高校辅导员队伍专业化职业化发展取得了突

育人的融通力量: 做学生全面成长的指导者与持续

出成效, 提升了辅导员队伍的素质与能力, 增强了

发展的推动者; 要成为全方位育人的串联力量: 做

辅导员队伍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专业水平, 辅导

“十大” 育人体系落地的终端实施者与成效评估者。

员似乎成了在思想政治工作方面无所不能的多面

3.1 辅导员队伍要成为全员育人的骨干力量: 做思

手; 另一方面也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学校对其他育

想政治教育和管理工作的组织者与育人资源

人队伍作用发挥的忽视, 对辅导员队伍形成路径

的协调者

依赖,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 造成只有辅导员能

高校思政育人工作进入多主体时代, 辅导员是

开展好日常思想政治工作的认识偏差, 辅导员工

校内外多元育人主体中的一个骨干主体。育人主体

作职能无限扩大。“三全育人” 背景下, 辅导员队

多元、育人队伍增强、育人资源广泛, 但如何运用

伍是全员育人队伍中一支非常重要的主体力量,

好、整合好、协调好各方育人队伍, 打破各自壁垒、

辅导员的日常思政教育工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育

取长补短、优势互补, 形成同向同行的育人合力, 并

人环节得到了普遍认同。从高校环境来说, 辅导

非一蹴而就, 而需要有一支骨干核心力量能够承担

员的工作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可有可无的, 辅导员

起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工作的具体组织者和育人资

队伍也不再是路径依赖中的惯性力量而被过度扩

源的协调者角色, 这支骨干育人力量就落在了辅导

大工作边界, 更助于辅导员队伍的专业化和职业

员队伍身上。

化发展。

3.1.1 全员育人中, 辅导员要努力成为思想政治教

而挑战是, 新的背景下辅导员队伍的角色定位

育和管理工作的组织者

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辅导员如何适应新的形势要

多主体育人环境下, 思政工作手臂不断延展, 但

求, 能否承担起新的角色要求？究竟要做哪些工作,

是更要强化辅导员的骨干核心作用。辅导员长期驻

工作能否机制化、明晰化, 而不是想当然、边缘化？

扎在学生工作一线, 与学生朝夕相处, 是全员育人队

辅导员在 “三全育人” 形势下必然要主动融入 “大思

伍中最了解学生特点、与学生心灵距离最近、最能

政” 的全局育人空间和育人平台, 融入全员育人的

够把握学生成长规律的教师队伍。辅导员是高校思

队伍, 融入学生成长的全过程, 融入学校全方位的育

想政治工作的一线信息源头, 也是大学生在大学求

人环节, 并且要扮演好新的角色, 发挥好新的作用。

学阶段相对最为固定、接触最为频繁的一支教师队

这对辅导员队伍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辅导员队

伍。辅导员是连接学生与学校、学校与家庭、学生

伍本身存在着在高校教师队伍中地位不高、职业归

与职能管理部门以及学生与专业教师之间最理想最

属感不强、工作年限不长、流动性较大等问题, 又

重要的桥梁, 是思政工作最关键的教育主体。辅导

一定程度上制约着 “三全育人” 环境中辅导员队伍

员不再仅仅是 “责任田” 里的单干承包者和埋头耕

作用的发挥。这既需要高校从顶层设计上予以统筹,

耘者, 而要围绕学生成长成才需求, 能够在学校、学

从体制机制上予以保障, 更需要辅导员队伍提升对

院和各部门的支持下, 学会积极动员、协调校内外

新形势新要求的认识, 从全局中重新思考自身定位,

各方育人资源, 协同、发挥和整合学校与家庭、学校

主动学习、增强素质与能力。

与企事业单位、学生骨干、学校专业教师、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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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等力量。辅导员要先行一步, 致力于成为校内外

常思政教育工作中要从学生的入学前教育、入学初

育人资源之间的桥梁和纽带, 找准思想政治工作的

的适应性教育、入学后的政治教育、学业发展、生

需求点和切入点, 搭建平台、组织活动, 促进各方育

涯指导、心理健康、社会实践、离校教育等等, 都要

人主体与学生之间的良性互动, 推动育人主体之间

把思想政治引领一以贯之地 “融进” 又 “溶进” 全过

达成共识, 将育人合力发挥到最大化。

程。辅导员队伍既要深入了解学生的个人成长环境

3.1.2 全员育人中, 辅导员要努力成为思想政治育

和特点, 接续起学生入学前的成长过程, 还要能够打

人资源的主要协调者

通学生的大学和中学育人阶段、打通学校和家庭育

高校都在积极调动校内校外育人资源, 但是这

人场域、打通学生个体和班级、学生组织、学生社

些丰富资源进来之后, 如何有效整合、协调, 优势互

区群体, 在服务学生成长需求、解决学生发展困难

补、针对性地发挥协同作用, 真正有效地开展好学

中始终教育引导学生做到 4 个正确认识, 助力学生

生的思政教育和服务学生成长成才, 需要一支能够

全面成长。

整合多方育人资源的协调力量, 辅导员要努力成为

3.2.2 全过程育人中, 辅导员要努力成为学生持续

育人资源的基层协调者。辅导员不能仅仅停留在原
有的专业职业技能层面, 除了要把思想政治工作进

发展的推动者
思想政治教育的环境是时刻变化的, 社会环境、

一步做到 “精” “细” “专”, 还要做 “全” “新” “统”, 要

网络环境、舆论环境、科学技术环境都在深刻影响

有全局性的育人理念、创新性的思维方式、统领性

校园, 教育对象又是多元的, 学生的家庭情况、学习

的协调能力。辅导员要多跟踪研究学生的心理特

背景、个性特征、发展目标各不相同, 在不断变化

征、发展需求, 调动和整合好校内外思想政治教育

的教育环境中面对多元的教育对象开展思想政治工

资源, 共同参与到学生的第一、第二课堂、社会实

作, 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辅导员要通

践、文化活动、生涯发展等过程中去, 努力构建学生

过不断学习, 不断加强自身的理论素养、加强对环

成长的引领和服务体系。

境的把握、加强对学生成长规律和成长需求的研究,

辅导员队伍要成为全过程育人的融通力量: 做

成为学生持续发展的推动者。辅导员要充分融入学

学生全面成长的指导者与持续发展的推动者

生, 将理想信念教育和学生的个人成长发展指导相

全过程育人强调思政工作要贯穿学生成长全过

结合, 要将普遍性引导和差异化发展相结合, 更要跟

程, 但是难点也恰恰在于如何将这根思想政治工作

踪式教育、持续性关注, 积极在与学生的每一次谈

的生命线贯穿始终, 因为学生成长的每一个阶段需

话、每一次交流、每一个活动、每一次班会、每一个

求特点都是变化的。这就需要穿线人的角色一以贯

朋友圈中推动学生始终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行。

之。辅导员队伍要成为全过程育人的融通力量, 也

3.3 辅导员要成为全方位育人的串联力量: 做 “十

是思想政治工作这根生命线最适合、最恰当的穿线

大” 育人体系落地的终端实施者与成效评估者

人角色。辅导员应当努力成为学生的人生导师和健

如何将高校的 “十大” 育人体系进行有效地串

康成长的知心朋友。除了研究生的专业导师之外,

联, 将 “岛屿” 连成 “大陆”, 构建一个紧密互通的育

辅导员是在高校里陪伴学生成长时间最久的教师队

人磁场？既需要加强党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

伍, 始终关注学生的成长, 指导学生的发展, 才能成

落实主体责任, 建立党委统一领导、部门分工负责、

为学生的人生导师和知心朋友。所以全过程育人环

全员协同参与的责任体系 [1] , 也需要高校在一线思

境下, 辅导员要做一名穿线人, 承担融通角色, 成为

想政治工作实践中发挥好基层辅导员队伍的串联作

学生全面成长的指导者与持续发展的推动者。

用, 成为 “十大” 育人体系落地的终端实施者与成效

3.2.1 全过程育人中, 辅导员要努力成为学生全面

评估者。

3.2

成长的指导者
辅导员首先是一名思想政治引路人, 帮助学生

3.3.1 全方位育人中, 辅导员要努力成为 “十大” 育
人体系落地的终端实施者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是辅导员的

辅导员队伍很长时间承担的是 “缝合机” 角色,

首要职责。辅导员要牢牢把握这根思想政治工作的

把互相之间对话不通畅、各自为阵的育人环节拼凑

“生命线”, 要建立全局性和系统性的育人思维, 在日

在一起, 与各育人体系和各职能部门的联系只停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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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面。在全方位育人环境下, 辅导员的角色要努

点工作和关键性工作, 需要教育主管部门、高校和

力从 “缝合机” 转变为 “串联器”, 充分发挥学生工作

辅导员队伍三方共同努力。

多面手的功能, 加强交流和对接, 主动融入进 “十大”

4.1 注重 “减负”: 教育主管部门从顶层设计层面予

育人体系, 既要了解课程育人、科研育人, 也要积极

以制度和平台保障

推动实践育人、资助育人、心理育人, 还能够参与文

辅导员要在 “三全育人” 格局中承担新角色, 必

化育人、网络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组织育

然是一个增负的过程。而在辅导员在日常思政教育

人, 在每一个育人体系和育人环节中, 辅导员都是当

工作中常常处于工作边界无限扩大、职责不明晰、

然的知晓者、深度的参与者, 还是重要的终端实施

满负荷甚至超负荷的工作状态, 要让辅导员实现角

者。辅导员要积极推动各大育人环节最终在实践层

色转型, 教育主管部门需要从顶层设计层面重新梳

面落到学生身上, 落到德智体美劳 5 个维度的全面

理, 定位辅导员队伍在 “三全育人” 中的新角色, 对

发展过程中, 在把育人 “岛屿” 连成育人 “大陆” 的

辅导员进行适当减负。辅导员的工作过多既是职责

实践层面起到实质性的关键作用。

要求, 也是工作特点使然, 身兼多种职责于一身, 覆

3.3.2 全方位育人中, 辅导员要努力成为 “十大” 育

盖了大学生生活的方方面面, 辅导员的全能性要求

人体系的成效评估者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

和职业化专业化要求本身就有错位的现象, 而在很
多高校还存在管理工作模式落后、对辅导员过度

中强调 “健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评价机制, 研

“征用” 等现实问题, 更加剧了辅导员的负担。深陷

究制定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评价指标体系, 创新评价

超负荷事务中的辅导员要承担起新角色, 需要教育

方式, 探索引进第三方评价机构 [4] 。” 思想政治工作

主管部门把建立一支高素质辅导员队伍提高到建

的成效是隐性的、深层次的, 并不能立竿见影, 也很

立 “三全育人” 长效机制的高度上来认识, 推动校内

难予以量化和指标化。学生群体当然是高校思想政

校外形成共识, 既对辅导员工作界限进行明晰, 又能

治工作最直接的评价和反馈者, 但是学生流动很快,

简化和减化辅导员的工作流程、释放辅导员的事务

只能阶段性地评价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质量。“十

性压力, 更要能从制度上予以保障, 从平台上予以支

大” 育人体系最可靠的成效评估者之一是辅导员队

持, 从协同机制上让辅导员有的放矢、借力助力, 担

伍。辅导员熟悉学生特点, 相对来说比较了解学校

负起新的使命。

的思想政治工作现状, “十大” 育人体系往往都会通

4.2 激发动力: 高校应全面激发辅导员队伍在 “三

过辅导员队伍传导到学生又影响到学生, 再反馈到

全育人” 中的内生动力

育人部门。更重要的是辅导员在长期的实践中积累

辅导员队伍是目前高校在全过程、全方位育人

了丰富的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经验, 这支队伍立

中的骨干育人主体, 高校要全面激发辅导员队伍在

场坚定、政治可靠、相对稳定, 是最可靠的思想政治

“三全育人” 中的内生动力 [2] 。高校要提升辅导员队

工作成效评估者队伍之一。辅导员参与到 “十大” 育

伍在多育人主体中的骨干核心地位, 从待遇、绩效、

人体系的评价和反馈中, 可以相对科学、全面、客观

资源、荣誉、职称晋升上予以倾斜, 提升辅导员岗位

地衡量各育人体系的成效, 并从学生的受教育体验

的吸引力, 增强辅导员队伍的职业认同感、归属感

出发, 反馈 “十大” 育人体系中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改

和幸福感; 要夯实辅导员队伍的稳定性, 进一步优化

进的地方, 更加有利于学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的优

辅导员的年龄、工作年限、学科、性别等队伍结构;

化和提升。

要从全局性角度加强辅导员综合素质能力建设, 注
重培训、搭建平台、赋能放权, 提升胜任力, 让辅导

4 “三全育人” 格局下辅导员队伍角

员敢于作为、有事可为、有权能为, 进一步推动辅导

色转型思考

员的职业化和专业化进程; 要关注辅导员的成长, 从

在 “三全育人” 格局下重新讨论辅导员队伍在

导员增强育人主动性和积极性; 也要畅通正向流动

其中扮演的角色, 推动辅导员实现角色转型, 是关涉

和淘汰机制, 让不适合在辅导员岗位的人员自然流

到 “三全育人” 能否在高校真正推进落实的一项重

出队伍, 以保持队伍的战斗力。

人岗匹配、考核晋升、个人发展、生活关怀上让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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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增强素质: 辅导员队伍自身要主动作为, 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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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趋势, 契合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发展规律,

认识、锻造素养

服务于教育现代化的方向目标。在新时代, 辅导员

辅导员要承担起 “三全育人” 中的新角色, 还需

队伍要重新找准定位, 转换角色, 担负起全员育人的

要辅导员队伍自身主动思考、加强学习、转变认识、

骨干力量、全过程育人的融通力量、全方位育人的

锻造素养, 应对新的形势要求, 不断增强自身素质,

串联力量, 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工作的组织者

尽快实现转型。在全员育人的多主体中, 辅导员要

与育人资源的协调者、学生全面成长的指导者与持

自觉承担起骨干核心力量, 要具备较高的组织能力,

续发展的推动者、“十大” 育人体系落地的终端实施

与调动多主体和多力量的协同能力; 在全过程育人

者与成效评估者, 为进一步推动全员全过程全方位

中, 辅导员要承担起 “融通” 力量, 需要有较强的政

育人格局,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

治修养和理论水平, 还要有深厚的个人道德素养; 在

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的贡献。

全方位育人中, 辅导员要承担起 “串联” 力量, 需要
有全面的管理能力、实践能力, 还要有深入了解学
生与研究学生的专业素养。打铁还需自身硬, 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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