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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文明校园建设是美丽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较强的示范引领价值。学生寝室是一所学校文明程度的重要指

标。围绕“干净、安静、竞争、进步”4 个维度，大力推进高校文明寝室建设工作，充分发挥大学生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注重

思想引领和行为规范相结合的教育实践，强化学生习惯养成，培育学生理性平和的心态,营造寝室百舸争流的氛围，凸显高

校人才培养价值，将美丽中国建设基因植根于学生思想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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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Four Dimensions” Civilized Dormit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udent Party Members’ Advan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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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a civilized campus is a significant factor of the beautiful China. It values a lot in modeling and lead-

ing.  Students’  dormitory  is  an  important  indicator  showing  the  civilization  degree  in  a  college.  Based  on  the  four  dimensions  of

cleanness，quietness，competition and progress，we can positively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civilized dormitories in colleges，with

the student Party members fully play their role of pioneering and modeling.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educational practice of

ideological guidance and behavioral norms，which support to develop good habits and peaceful and rational mentality among the stu-

dents，build a positive competitive atmosphere within the dormitory and manifest the value of talent cultivation of colleges. By this

way，the concept of building a beautiful China will be deeply rooted in the students’ m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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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作为一种社会存在，肩负人才培养，

文化传承等重要使命，是培育文明的摇篮，生态文

明的示范。学生寝室作为学生在校期间的一个家，

既是生活休息的硬件场所，更是学生文明修身，学

校人才培养的一个观测点。学生寝室文化建设过程

中，看起来管的是物的宿舍，核心是人的塑造，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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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着大量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南昌航空大学在开

展文明寝室建设工作中，充分发挥学生党员模范带

头作用，从“干净、安静、竞争、进步”4 个维度对大

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为高校文明寝室建设做出

了积极的探索与实践。

一、文献述评和问题提出

随着 90 末、00 后成为在校大学生的主力军，

高校学生寝室生活中的问题日益突出，如寝室学

风、生活习惯、人际关系等典型问题[1]。导致这些问

题凸显的因素众多，有伴随改革开放而来的西方利

己主义、享乐主义等社会因素[2]，有伴随高校招生

规模扩大而来的师资、管理队伍紧缺等环境因

素 [3]，有伴随当代大学生成长环境而来的独生子

女、留守儿童等自身因素[4]。

面对大学生文明寝室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广大教育工作者依托自己的学科背景和专业知识，

提出了各自的观点和看法。在中国知网上通过“篇

名”搜索“文明寝室”，发现 2010—2019 年国内学

者的研究文献 66 篇，其中包括 2 篇核心期刊论文，

在以上结果中以“党员”为关键词再次搜索，只有

2 篇研究文献。已有研究成果多从当代大学生寝室

问题现状分析、文明寝室建设的必要性等方面展开

论述，对高校文明寝室建设工作具有指导意义，也

给本文提供了有益参考，但是也存在着研究较多关

注表象，未触及高等教育的本质，较少关注高校文明

寝室建设工作中蕴含着的大量思想政治教育资源[5]。

笔者结合高校文明寝室建设工作的实际经验，

认为以往“以管为主”[6] 的寝室建设，容易浮于表

面，缺乏持久性和实效性，难以发挥育人功能[7]。高

校在文明寝室建设工作中，不能只管寝室中的

 “物”，更应关注寝室中的“人”，发掘并利用好寝室

阵地当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8]，以期发挥寝室的

 “环境育人”[9] 功能。

二、“四维度”文明寝室建设的内容

南昌航空大学在文明寝室建设过程中，深挖大

学生寝室阵地当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着眼充分

发挥学生党员先进模范作用，引导大学生开展全员

自育，凸显高校人才培养价值，实现全体学生对文

明寝室建设的共识共建共进共享，逐渐总结并形成

建设“干净、安静、竞争、进步”四维度大学生文明

寝室工作理念。

 （一）培育责任担当，确立干净目标

 “干净”，就是要从大学生文明习惯养成着手，

实现大学生卫生习惯从“他律”回归“自律”，寝室

卫生建设从“组织需要”回归“个人自觉”，让寝室

内外干干净净，成为文明校园的常态。

客观实践中，阶段性的寝室卫生运动战，只能带

来学生突发性的“洁癖”，运动过后，寝室依旧脏乱。

大学生寝室难以维持干净，难在生活习惯的改变，难

在优越、丰富的物质水平与空间有限的居住条件之

间的矛盾。生理上虽以成年，但卫生习惯与其年龄并

不匹配，教育者不仅不能武断的放弃对当代大学生

卫生习惯的教育，而要主观上充分重视此项工作。

 “习惯能够摧毁一个人，也能够成就一个人”

 “物质幸福时代已经结束”“物质的享受使人堕落，

精神的陶冶使人升华”，通过主题式的教育，南昌航

空大学摒弃了“以管代教、以罚代教”的传统寝室

管理方式，从抓学生思想教育入手，结合日常寝室

卫生检查制度，从观念上改变大学生对寝室卫生的

认知，提倡大学生认真思考生活与人生，崇尚物质

简朴、精神丰盈的“简单生活”。目前，全校学生寝

室卫生状况的明显改观，彻底改变了以往寝室卫生

建设运动式的“吹吹风、挠挠痒”。

 （二）培育理性平和，树立安静目标

寝室人际关系紧张，寝室内违章现象频发，恶

性事件时常见诸媒体，让高校学生工作者无不为之

 “动容”。“安静”，就是要在寝室环境卫生干净的基

础上，培育学生理性平和的性格特质，让寝室内人

与人彼此信任，人与环境和谐共处，营造大学生寝

室内安安静静的成长氛围。

大学生宿舍难以“安安静静”，难在习性差异

与集体生活之间的矛盾，难在隐患分布广泛与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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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的矛盾。如何能打开大学生心灵的窗棂，排除

他们心中“小我”容易感受到伤害的焦虑，彻底断

绝他们内心深处安全事故是小概率事件的侥幸心

理，教育者必须充分发挥学生骨干的模范作用。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在品德修养的过程

中，同辈榜样的行为具有极大的感染力。南昌航空

大学以大学生成长成才教育为主线，引导大学生自

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成立了以学生党员

为骨干的寝室文化建设工作小组，自发创建“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优秀中华传统文化”“干净、安

静”等文化长廊，带头创建“文明示范寝室”，定期

排查寝室安全隐患，引导全体学生遵守文明寝室承

诺，确保学生公寓“安安静静”。

 （三）倡导比学赶超，明确竞争目标

当“丧文化” [10]“佛系文化” [11] 充斥大学生寝

室，大学生不再相信明天会更好，也不再相信只要

坚持、努力，就能赢得未来。“竞争”，就是要重视组

织育人的价值，发挥团队的力量，鼓励寝室与寝室

之间、班级与班级之间展开比学赶超，努力营造寝

室中竞争的学习氛围。

大学生寝室中少有团队“竞争”的存在，是因

为大学生难以将自我价值的实现与团队的目标相

统一。教育者应当通过制度的设计，引导大学生把

个人的担当、理想的实现融入到团队的竞争中。当

个人对集体有希望，由衷地希望团队能够蒸蒸日上

时，这样的情感，会成为一种热情，感染到身边的

每一个人。

 “千帆竞渡，百舸争流”，通过开展星级寝室大

比拼、文明寝室大评选、最佳设计寝室评比、学霸

寝室大比拼和最佳进步寝室评比等竞争性活动，南

昌航空大学在寝室文化建设中，将“幸福都是奋斗

出来的”思想，深深根植于当代大学生的内心。

 （四）倡导价值理性，明确进步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告诉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

高等教育的需要，对科学知识和优秀人才的需要，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12]。大学要进步，人才

要进步，“进步”就是要牢记社会主义大学的使命

与担当，为党和国家培养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南昌航空大学牢牢掌握寝室文化建设的话语

权，主动占领思想政治教育阵地，通过一系列的教

育措施，在学生寝室文化建设工作中取得了阶段性

的成效，全校学生的文明习惯、法制观念、精神风

貌有了明显改观，对优良学风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

作用。学校涌现出了许多学霸寝室，例如，在 2018

届毕业生中，该校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的 11 个寝

室全部成员都成功考取研究生。

三、学生党员带头创建文明寝室的路径

学校对学生方方面面的教育，必然是集体式

的。要把学校对学生的要求转变成学生的个体行

为，必须由学生骨干作为组织核心带动广大学生有

秩序的学习和生活，并且凝聚成一个团结向上的集

体。大学生党员是大学生群体中的优秀分子，是高

校培养的专业人才中的示范者，更是党和国家事业

发展接班者中的领头人[13-14]。南昌航空大学在开展

 “四维度”（即“干净”“安静”“竞争”“进步”）大学

生文明寝室建设工作中，以发挥学生党员先锋模范

作用为抓手，从队伍建设、思想建设、制度建设、典

范建设等 4 个方面着力，深入开展宣传思想工作，

成功将文明寝室建设基因植根于大学生思想深处，

触发大学生在文明寝室建设工作中的主观能动性，

教育引导大学生意识到他们既是文明寝室的建设

者，更是受益者。

 （一）加强队伍建设

为确保文明寝室建设工作出成效，在二级学院

单位内由学生党员牵头，组织班长和生活委员成立

文明寝室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全面协调文明寝室建

设工作的开展。

一是学生党员勇担当、敢作为，带领小组全体

成员精诚协作、分工明确，针对文明寝室建设过程

中的活动策划、卫生整治、宣传报导等，成立专门

的工作小组，在他们的组织引领下，文明寝室建设

工作得到了师生一致好评。

二是学生党员亮身份、做表率，在组织全体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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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文明寝室建设工作的同时，党员个人也都成长

为文明寝室创建工作的标兵，担当起了当代优秀大

学生应肩负的责任。例如，在党员的带领下，领导小

组全体成员主动承诺将个人所在寝室建设成为卫生

整洁、氛围高雅的示范寝室，随时接受参观和检查。

 （二）强化思想引领

叶圣陶先生说过“教育就是养成良好的习

惯”。大学生寝室难以长期保持干净、安静，多数原

因是高校运动式的寝室卫生整治，结果只带来了学

生阶段性的“洁癖”，运动过后，寝室环境仍旧脏乱

差。文明寝室建设过程中，通过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文化长廊建设等举措，引导学生从观念上改变

对文明寝室的认知，彻底改变以往“吹吹风，挠挠

痒”式的文明寝室建设，主要有以下举措。

一是强化大学生主人翁意识培育。针对文明寝

室建设的意义、卫生整治的规范、重点难点的解

决，通过召开不同专题全体学生教育大会，动员部

署专项工作，号召全体学生积极投入到文明寝室建

设中，并着重引导全体学生意识到，他们不仅是文

明寝室的建设者，更是文明的享有者、受益者。

二是发挥寝室环境育人功能。为不断拓宽德育

工作在寝室范围内的阵地，在学生宿舍走廊以文化

展板的形式建成特色鲜明的“宿舍文化长廊”。主

题设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寝室文明标语、文明礼仪、格言警句等。“宿舍

文化长廊”的建设，将文化气息带入学生生活区，使

寝室环境育人功能明显提升，让学生在良好的文化

氛围中接受熏陶和滋养。

 （三）完善体制机制

无规矩不成方圆，文明寝室建设能见成效，离

不开行之有效、科学规范的制度。日常工作当中，

学生党员领导小组制定实施了一系列制度，为文明

寝室建设工作顺利开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一是建立寝室卫生评比制度：制定寝室卫生标

准，领导小组每周对所有寝室进行一次定期检查，

一次不定期检查，辅导员对寝室进行不定期抽查。

检查结果每周一以图文形式在学生寝室、学院教学

楼进行公示，评选若干优秀寝室授予流动小红旗，

对卫生较差寝室进行通报。

二是实施寝室公约制度：要求各寝室将成员在

生活、学习短期、长期目标上达成的约定，以文字、

手绘等形式表达出来，所有作品必须坚持弘扬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形成“干净、安静、竞争、进

步”的寝室氛围。

三是开展寝室挂牌制度：所有寝室进行挂牌，

分“文明示范寝室”“卫生合格寝室”。“文明示范寝

室”由寝室主动申报，领导小组验收通过后给予挂

牌，在特色寝室评选活动中给予加分。其他所有寝

室挂“卫生合格寝室”牌，累计 3 次被通报或发生

1 次对抗卫生检查，给予 “卫生整改寝室”黄牌警

告，由辅导员督促限期整改到位。

四是实施文明寝室奖励制度：寝室累计获流动

小红旗 3 次，给予物质奖励；卫生脏乱差的寝室，

整改后能长期坚持的给予一定物质奖励。

五是开展特色宿舍评选制度：根据寝室成员在

学业成绩、创新创业、社会实践等方面表现，结合

文明寝室创建实绩，分别评选若干“学习型宿舍”

 “实践型宿舍”“体魄健康型宿舍”等等。

 （四）突出典型示范

榜样的作用是无穷的。在开展文明寝室建设工

作中，引导一批学生个人和寝室集体，主动树立标

杆，即做好个人卫生、整洁一间寝室、带动一个集体。

一是发挥个人示范作用：要求学生中的全部党

员、入党积极分子、班干部、奖助学金获得者在寝

室指定位置中挂牌亮出个人身份。工作领导小组在

日常检查过程中，高标准、严要求检查亮明身份同

学的个人寝室卫生情况，教育引导目标群体积极发

挥先锋模范作用。

二是培育示范寝室：以寝室为单位主动申请

 “文明示范寝室”荣誉牌，承诺保持寝室干净、整

洁，随时接受检查。在日常检查卫生中，累计两次

不合格，撤牌同时对全寝室成员进行批评教育。每

年在“文明示范寝室”中评选出若干五星寝室、四

星寝室、三星寝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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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及建议

在学生党员带头建设“四维度”文明寝室一个

阶段之后，进行“文明寝室建设”大学生问卷调查，

共计发放问卷 520 份，收回有效问卷 513 份。统计

显示，95.03% 的学生认为自己是文明寝室建设的

受益者；90.65% 的学生认为寝室环境整洁、舒适使

其心情舒畅，从而提高了学习效率；89.86% 的学生

都希望寝室环境能够改变，从而促进其学习的进

步；62.82% 的学生认为日常检查卫生非常有必要；

75.34% 的学生认为“楼道文化长廊”能够激发学习

动力。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认为自己寝室的卫生状

况优秀的学生寝室从文化建设开展之前的 34.99%

上升到 64.41%；认为自己卫生状况一般和较差的

人数从之前的 21.9% 下降到 3.7%。

 （一）结论

在调查问卷数据的基础上，分析得知文明寝室

建设对大学生日常生活、学习习惯均产生了显著性

影响。特别是摒弃了传统命令式的单一卫生整治运

动，回归教育本质，通过深挖寝室阵地中的思想政

治教育因素，将文明寝室建设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相融合，对触发大学生在文明寝室建设工作

中的主观能动性呈现出的正面影响，成功教育引导

大学生意识到他们既是文明寝室的建设者，更是受

益者。“四维度”文明寝室建设工作开展以后，南昌

航空大学寝室中学生行为习惯文明，心态理性平

和，学习氛围浓厚，环境育人价值凸显，初步实现

 “干净、安静、竞争、进步”的寝室文化建设目标。

 （二）建议

1）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日常管理既要全员

育人，更要全员自育。

本文在文明寝室建设过程中充分发挥学生党

员先锋模范作用，组织广大学生进行有秩序的学习

和生活，并且凝聚成一个团结向上的集体，触发了

大学生在文明寝室建设工作中的主观能动性。通过

这样的教育实践活动把同学们引入到美丽中国建

设的历史与现实，促进了组织需求向同学们内在心

理的转换，引领了他们的思想进步，加速了他们的

成长过程，实现大学生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

发展、自我塑造。

如何由被教育者转化为自我教育者?强调“全

员育人”的同时，更应注重大学生“全员自育”。引

导大学生党员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多数大

学生都能自觉地进行自我教育，高校育人目标才能

实现，否则对同学们来说，这些目标无非是一些外

在性、强制性的东西，难以将教育者的思想传输到

学生的思想深处。

2）大学生的思想引领既要实现已知与未知的

统一，也要实现生存空间利益的共享，才能实现共

识共建共进共享。

忽视受教育群体现实需求的教育，很难实现

 “学习已知”和“探索未知”[14] 的真正统一。人的优

秀素养，是“教”出来的，还是“养”出来的?“养”就

是需求得以满足、价值得以实现的自我体验。大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面对的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在强

调外部的环境影响和教育引导的同时，必须重视大

学生自我体验的重要性。

本文在对大学生进行思想引领过程中，高度重

视大学生生存空间利益，从“干净、安静、竞争、进

步”四个维度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强化学生

习惯养成，培育学生理性平和的心态，营造寝室百

舸争流的氛围，凸显高校人才培养价值，实现大学

生寝室生存空间利益的共享，最终实现全体学生对

文明寝室建设的共识共建共进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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