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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高校学生党员是青年大学生中的先进分子，通过对当前高校学生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发挥的现状调研，分析了高

校学生党员作用发挥存在的主要问题，对高校学生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实质和表现进行了阐述，最后提出了高校学生

党员作用发挥的评价机制，更好地促进高校学生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可有力加强高校学生党组织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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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graduate party members are the outstanding representatives of college students. Through the current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about playing a role of the vanguard model for undergraduate party members，the paper analyzed the main problems of

playing a role of the vanguard model for undergraduate party members，and then expounded the essence and expression of the role of

undergraduate party members in the vanguard and exemplary role. Finally，the evaluation mechanism about the role of undergradu-

ate party members was put forward，through which undergraduate party members could better play a vanguard and exemplary role

and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party 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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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青年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高校学

生党员是青年大学生中的先进分子，发挥高校学生

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既是高校学生党员自身成长

的需要，也是高校进一步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改进思想政治教育、永葆党员先进性的客观要求[1]。

一、当前高校学生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发挥的

现状

在 2019 年 6 月开展了高校学生党员先锋模范

作用问卷调查的工作，参与问卷调查的是南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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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的大学生党员，调查问卷的目的是深入了解学

生基层党员对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意识及作用

发挥的现状，进一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提

高高校学生党员教育管理工作的针对性，切实加强

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更好地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

用，树立当代高校学生党员的形象[2]。通过本次问

卷调查以及对实际情况的分析，大致了解了目前学

生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现状，从总体上说，目

前高校学生党员的骨干和先锋模范作用是好的[3]，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思想上乐观积极、政治上一心向党。

高校学生党员应始终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

观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调查结果

显示，66.98% 的学生党员认为学生党员的工作作

风很好，93.33% 的学生党员对党章党纪党的基本

理念有深刻解读，58.06% 的学生党员认为，入党

后，自己的创新能力和社会实践能力有一定提高。

第二，学习上出类拔萃，能积极参与各项学生

工作。

调查结果表明，71.14% 的学生党员担任着班

级班委，39.34% 的学生党员担任着院两委会或三

委会学生干部，在自己的工作上认真负责，能配合

老师完成各项任务，具有较高的奉献精神和先锋模

范作用，与此同时他们的学习成绩也很好，72.88%

的学生党员拿到了校级奖学金，62.05% 的学生党

员获校级三好学生、优秀三好学生或优秀学生干部

的称号，29.98% 的学生党员拿到了国家奖学金、国

家励志奖学金或国家级竞赛获奖，他们在不断学

习，向着自己的目标前进，88.56% 的学生党员在学

习生活中积极倡导优良学风和文明考风，发挥着很

好的先锋模范作用，立志于实现自身价值回报社

会、服务人民。

第三，严于律己，工作上能做到尽善尽美。

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在经历了高考的锤炼之后，

在大学就陷入了堕落的深渊，忘记了初心。47.92%

的学生党员不论在学习上生活上还是工作上都能

严于律己，恪守规矩，在寝室能维护良好的卫生学

习环境，在工作上能保持一丝不苟的认真态度。这

样的先锋模范作用可以引领身边同学在思想政治

工作、党建带团建、校园文化建设、学风建设以及

维护学校正常的教学生活秩序和校园稳定等方面

都起到了不可代替的作用。

但是，由于大学生自主择业和社会双向选择的

就业制度，有些学生党员受到一些不正确的社会风

气和意识影响，入党带有功利性和实用性。有些学

生党员入党后放松对自己的要求，政治理论学习的

自觉性和对时事政治的关注度降低，高校学生党员

的骨干和先锋模范作用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

题。据调查结果显示，高校学生党员的骨干和先锋

模范作用问题主要存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学生党员对党员的发展流程和条件不太

了解，入党动机不纯。

随着高校大学生要求加入党组织的人数不断

增多，入党动力不纯的大学生党员也渐渐涌现，如

为了今后职业上的升职或是为自己的身份加冕。调

查表明，48.76% 的学生党员对学生党员的发展流

程和条件不太了解，38.04% 的学生党员干部不思

进取，得过且过，没有明确的目标和计划，功利化

的目的导致的结果就体现在日常工作的积极度和

完成度上，消怠的工作态度和不思进取的形式化来

完成党组织下达的任务。严把党员入口，端正学生

党员入党动机保证党组织队伍的纯洁性是保证先

锋模范作用发挥的先决条件。

第二，党的基本理论知识缺乏及对时事政治的

关注度不够。

从入党以来就不乏党的理论知识匮乏的现象，

不仅仅是学生党员个人未进行深入学习的缘故，也

存在着教育培训因党课的单一化而带来的影响。随

着新时代的党章，党的思想理念的更新，时事形式

政治内容方面的日益更迭，45.75% 的学生党员呼

吁尽可能开展一些理论知识党务工作能力及时事

形式的相关培训，54.16% 的学生党员认为要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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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课教育，59.79% 的学生党员认为应该举办党知

识竞赛有关党主题研讨会或演讲，努力提高学生党

员自身的理论水平，扎实的理论基础可以更好地指

导实践，更好地锻炼自己。

第三，党组织活动开展难以达到预期效果。

根据调查结果，57.89% 的学生党员认为活动

开展应改为每月一次，频繁的组织活动确实无法从

量变达到质变，相反降低活动次数有策划地提升活

动的参与率和学生党员的参与感，由学生党员干部

以身作则带头策划好活动形式。85.96% 的学生党

员认为应该开展社会实践，参观红色革命根据地等

活动，68.89% 的学生党员认为应该开展志愿服务

或义务劳动，提高学生党员的社会实践能力，理论

联系实践，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第四，缺乏主观能动性，自主学习能力有待加强。

在调查中，43.3% 的学生党员反映不知如何发

挥作用，有心而无力是当前最大的问题。在调查中

71% 的学生党员反映出理论水平不够，47% 的学

生党员反映存在专业技能缺乏的现状。这体现了他

们自身缺乏自主学习能力，仅仅依靠学校党组织的

培养是无法成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的，要把党的

相关知识融入日常生活，才能为党的建设带来源源

不尽的活力，从而更好地发挥党的先锋模范作用。

第五，工作作风不良，与其先锋模范作用不相

适应。

由于学生党员对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亲

身感受不多，对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会处于不

了解状态，因此，有远离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

的倾向。在工作中，有的学生党员在工作中重形式

轻内容、重轰动效应轻实际效果；有的学生党员受

社会上的一些不良风气影响，甚至也学着拉关系，

搞吃吃喝喝等不良作风。

二、高校学生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实质

和表现

大学生有朝气、有活力，思维活跃、接受新鲜

事物能力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接班人和建设

者。学生党员是大学生中的优秀分子，在思想、学

习、社会工作以及生活等各方面都发挥着先锋模范

作用，成为广大同学的榜样[4]。

1）在思想上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高校学生党员作为青年大学生中的优秀分子，

要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要有责任和

担当，要有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的强烈使命感。要热爱祖国、热爱中国共产党，要

有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仰。要主动学习党的理论

知识和关心国际、国内时事。在大是大非面前能从

大局考虑、明辨是非。真正理解“青年强则国家强、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担当，国家就有力量、民族就

有希望”。高校学生党员应成为青年大学生中先进、

积极思想的传播者和引领者。

2）在学习上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学习是作为大学生的主要任务，学好知识、掌

握本领、提升能力，才能更好地服务社会、服务人

民。学生党员在学习上应有明确的学习目标、大学

四年要有很好的学习规划，学习态度要端正，遵守

学校上课纪律，课前预习、上课时认真听讲、积极

发言、不玩手机，课后认真完成作业。在学好专业

知识的同时，博览群书。课外积极参加大学生科技

活动，培养自己的创新能力和动手能力。热心帮助

身边学习困难的同学，引领班级、学院、学校良好

的学风。

3）在工作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大学不同于中学，中学是中等教育，中学生主

要的精力放在高考选拔的学习上，通过高考选拔后

的优秀学生才能接受高等教育，大学生的主要任务

虽然也是学习，但它不是像高考那样选拔性地学

习，大学的学习是专业技能学习，大学是学生走向

社会的一个过渡期，学生学习之外还必须锻炼自己

的社会工作和与人交往的能力。大学有各种学生会

和社团等组织，学生可以在这些学生社团组织中发

挥自己的特长、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在班级、学

院和学校的学生管理工作或学生团学组织中锻炼

自己的社会工作能力。学生党员应积极参加到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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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实践工作中，热心地全心全意为同学们服务。

4）在生活上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进入大学，离开家、离开父母，生活上与寝室

同学朝夕相处。高校学生党员应在生活中发挥先锋

模范作用，模范遵守学校宿舍管理规定，不违章用

电，主动打扫和保持寝室卫生，在寝室不迷恋电脑

游戏和手机，在生活上不浪费、不攀比，勤俭节约，

与同学和谐友好相处，学会谦让和换位思考，言语

礼貌、行为文明，引领生活良好风气。

三、促进高校学生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

评价机制

高校学生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应成为高校

学生党员群体的一种自觉行为，为推进“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以及按照党员保持先进

性的要求，更好地从目标、过程和成效三方面对学

生党员进行教育管理，应制定相应的监督制度和建

立相关的长效评价机制。

1）定期开展高校学生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问卷调查。

每学期对学生党员进行学生党员发挥先锋模

范作用问卷调查，并进行系统的统计，通过统计结

果分析学生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现状，及时发

现问题，并针对问题进行研究，提出和制定相关的

有效措施。

2）与实际相结合，建立高校学生党员目标管理

体系。

每学年开学明确每位党员在学习和工作中的

目标，要求学生党员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不断增

强党的意识、提高自身素质、遵守党的纪律，具体

落实到文化学习、课外活动和群众满意度三个方

面。每学年进行一次目标考核，包括党员个人自评

和支部考评，对考核优秀的党员进行表扬和鼓励，

对考核不理想的党员进行批评教育。建立学生党员

目标管理体系，树立目标意识，可以使学生党员每

学年对照自己的目标，进行总结反思、找出差距、

明确下一步努力的方向，有利于学生党员自身和这

支队伍整体素质的进一步提升。

3）建立合理的高校学生党员过程监督机制。

通过建立高校学生党员目标管理体系给学生

党员定目标，有目标后过程监督管理是关键。所以

为进一步增强学生党员的党性原则和组织纪律观

念,充分发挥学生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就要

建立合理的过程监督机制，更好地让学生党员在学

习、工作的过程中规范自己接受广大同学监督，顺

利实现自己的学年目标[5]。

 （1）建立学生党员的教育培训机制。高校学生

党员应自觉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

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史等党的理

论知识，并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思想贯穿

于学习始终，关心时事政治，还应主动积极接受党

组织培训，参加组织生活[6]。对学生党员的理论学

习、培训和参加组织生活情况应做好过程记录，定

期、不定期进行检查和考核。（2）建立学生党员党

风监督机制。成立学生党员纪律监督检查委员会，

由高校各学院分管学生工作的副书记担任委员会

主任，负责学生党员党风监督检查工作，下设若干

纪律监督检查小组。各组设小组长 1 人，由该学院

优秀的大学生党员担任，成员由大学生党员和普通

同学组成，学生党员和普通同学的比例为 1∶5，也

称特约党风监督员，并制定相关工作职责和权限。

 （3）建立学生党员学期民主评议制度。每学期期末

以党支部为单位开展一次组织生活会，每位党员对

自己这一学期来的学习、工作等各方面进行总结。

组织生活会以自评和支部党员互评相结合，每个学

生党员必须深刻剖析自己，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肯定成绩，找出不足，加强党员之间的相互监督。

4）制定高校学生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量化

测评细则。

制定高校学生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量化测

评细则，每学年对学生党员的现实表现进行全面考

核，发现问题，总结经验，使整个基层组织的党员

都成为自觉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典范。量化测评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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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表现（30 分）、文化学习（25 分）、课外活动

 （ 25 分）和党外群众满意度（20 分）四方面进行测

评，总分 100 分。党内表现包括参加组织生活情况、

完成组织交办的任务、党的理论知识与党性修养课

学习、积极按时汇报思想等；文化学习包括学习排

名变化、学习平均分、学习无挂科、英语四六级、上

课无缺课、迟到、早退；课外活动包括早操出勤、寝

室卫生、积极参加学院、班级集体活动、“三小”科

技创新、社会实践志愿者活动情况；党内外群众满

意度包括同学评价、班主任评价、辅导员评价及任

课老师评价。量化测评细则对标党员目标管理体

系，每学年进行一次，党员自评和支部评议相结

合，支部评议依据各支部日常监督工作的记录、党

员同学的互评、辅导员、班主任的审核、群众同学

的评议、任课老师的评价等综合进行评议。

结　语

总之，发挥高校学生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是

高校学生党建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为全面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

精神，落实好党的建设的要求,高校党务工作者要

与时俱进，及时总结和发现问题，创新党建工作机

制和方法，引领高校学生党员在思想、学习、社会

工作和生活等各方面不断提升，真正热爱中国共产

党并热衷于为社会为人民服务，确保学生党员这支

队伍能充分发挥他们在高校中的骨干和先锋模范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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