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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有助于坚定学生的

理想信念、激发学生的爱国激情，是有效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水平的重要举措，但是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受诸多因素影响

难以发挥。因此，各高校需要采取完善选拔方式、端正入党动

机、拓展教育形式、加强实践培训、筑牢思想堤坝、完善监督机

制等方式进行改进，使学生党员成为高校凝聚团队力量、引领

先进思想、示范积极行为的生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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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引领

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Pioneering and Exemplary Role
of College Student Party Members // Wang Yan
Abstract At present, giving play to the pioneering and exemplary
role of Party members helps to strengthen students' ideals and be-
liefs and stimulate their patriotic passion, which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level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
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owever, it is difficult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pioneering and exemplary role of Party
members due to many factors. Therefor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need to adopt perfect selection methods, correct the motivation
for joining the Party, expand the form of education, strengthen
practical training, enhance ideological guidance, and improve the
supervision mechanism, so that student Party members will be-
come the new force for enhancing cohesive force, leading ad-
vanced thoughts and demonstrating positive behavior.
Key words pioneering and exemplary role;ideological and politi-
cal education;Party spirit cultivation;ideal and belief;ideological
guidance

近年来，在全面从严治党的环境下，各高校把党建工作

摆在重要的地位，坚持把党的领导贯穿办学治校、教书育人

的全过程。在对学生党员的管理和教育上，各高校严格执行

中央文件，采取各种措施，强化对青年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指引。但国际风云变幻，国内社会转型，随着各

种矛盾的突显及网络信息的普及，各种思想潮流影响和冲

击主流的价值取向，高校学生呈现价值多元化和信仰多元

化的倾向，给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因

此，发挥高校学生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通过党员的先进思

想引领青年学生坚定理想信念、激发爱国热情，对努力为实

现伟大的中国梦奉献青春。
1 高校发挥学生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意义

1.1 发挥学生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有助于坚定学生理想

信念，激发学生爱国激情

我国现阶段正处于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国际政治环

境和国内经济环境都发生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势必带来

各种新的情况、产生各种新问题，必然会对青年学生的思想

产生消极影响。西方敌对势力不断利用宗教信仰和意识形

态对我国青年进行资产阶级价值观的渗透，国内的一些不

法分子也把大学生作为拉拢对象，利己主义、奢侈消费等消

极思想不断地腐蚀青年学生。因此，高校必须认真做好学生

的理想信念教育，增强学生鉴别各种思潮的本领，指导学生

自觉地同西方的和平演变作斗争。学生党员是经过严格的

考察和长期的培养而发展起来的，他们具有坚定的理想信

念、崇高的爱国热情，对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等知识理

解比较深刻。这些党员是学生群体中的思想领袖，他们能潜

移默化地影响青年学生的思想意识，帮助学生坚定正确的

理想信念，牢固树立社会主义人生价值观，提醒学生预防有

害思想的侵蚀。学生党员可以通过组织活动、巡回演讲等方

式，宣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引导青年学生正确面对社

会热点和敏感问题，分辨是非、抵抗诱惑，激发青年学生的

爱国热情。
1.2 发挥学生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是有效提高高校思想

政治教育水平的重要举措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中指出：

“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

育教学的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

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这一观点，是对高校思想政

治工作指导思想的重申，决定了高校的办学方向与内在灵

魂。在全面从严治党的视野下，高校要搞好思想政治工作，

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促进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学生党

员是通过层层选拔的优秀者，他们经过系统的党性教育，是

青年学生的正面形象和典型代表，是高校学生的精神脊梁。
我们可以通过党员在青年学生中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把青

年学生团结在党员周围，充分发挥党员的凝集力，引领青年

学生提高精神境界、规范日常行为，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转化为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把党员队伍打造成团结普通

学生、凝聚团队力量、引领先进思想、示范积极行为的生力

军，高校可以用他们去净化校园风气，引领青年学生不断提

高思想素质和文化修养，进而促进整个校园思想政治教育

水平的提升。
1.3 学生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可以带领青年学生为

浅谈高校学生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

王 艳
（贵州财经大学 贵州·贵阳 550004）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871/j.cnki.kjwhc.2019.08.015

作者简介：王艳（1975—），女，贵州紫云人，硕士，贵州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正科级组织员，研究方向为法学。

33



思政教育

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而奋斗

中国梦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标志，也是党和人民奋斗的

目标，这一梦想的实现，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学生党员是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模范践行

者，他们对实现“中国梦”这一艰巨的工程具有坚定的信心。
学生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可以帮助青年学生增强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

自信，可以引领青年学生坚定不移地为实现中国梦奋勇前

进。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广大青年要坚定理想信念，志存

高远，脚踏实地，勇做时代的弄潮儿，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

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在为人民利益的不懈奋斗中书写人

生华章！”高校学生党员要承担起激发青年学生非凡创造力

的责任，承担起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责任，努

力成为当代青年的精神纽带、改革开放的精神动力。所以

说，发挥学生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可以引领青年学生

坚定不移地为实现伟大中国梦奉献青春。
2 高校学生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发挥不足的原因

现阶段，高校学生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并未得以充分

发挥，学生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并未完全突显，主要有以下

方面的原因。
2.1 选拔方式单一，入党动机不纯，导致党性修养不高

现阶段，各高校虽然把发展学生党员作为重要的党建

工作来抓，但是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影响，在对党员的选拔

方式上依旧存在诸多问题。很多支部在选拔党员时没有制

定综合全面的选拔方案，只采取单一的班级投票、老师推

荐、学习排名等方式，这些方式往往片面地关注学生某方面

的优点，没有对学生思想、学习、能力、品行等进行综合考

量，导致选拔的党员不是真正的品学兼优者。由于功利思想

的影响，很多学生会入党是为了找工作、考选调生等，这类

学生会根据本支部的选拔方式有选择地表现自己，入党动

机不纯，功利性太强，对党的热情不够，因而不会主动去深

入研究党的基本理论，导致党性修养不高，在青年学生中无

法实现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2.2 理论学习不够、实践能力不强，导致思想引领难以实现

在从严治党的环境下，各高校更加注重加强学生党员

的教育。但是很多高校仍然存在教育形式单一、教育内容枯

燥等问题。党课只是采取读文件、报告会、讲座这类传统形

式，教育内容枯燥，学生不愿主动学习。学生为完成任务而

被动接受教育，不会对党的基本知识进行深入的领会，对国

家的大政方针不主动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思考，因而党性修

养不足，无法成为主流思想的引领者和先进文化的传播者。
很多党员学生只顾专业学习，缺乏在实践中的锤炼，导致在

实践活动中难以发挥骨干作用，在班级管理中没有领导能

力，无法实现对普通学生的思想引领和行为示范。
2.3 自律能力不强，监督机制缺失，导致精神脊梁作用无法

发辉

很多大学生入党前思想积极、表现优秀，但入党后思想

松懈、自律不足，忘记了入党时的初衷，党员的先锋模范作

用忘于脑后，有的甚至实施一些违反校规校纪的行为。同

时，基层党支部对党员的监督管理机制缺失，没有建立相应

的监督措施，对于很多党员违规违纪的情况，支部无法了

解，没有进行相应的处分，导致党员在学生中缺乏公信力，

党员的优秀品质、先进思想无法得到青年学生的认同，精神

脊梁的作用不能发挥。
3 发挥学生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有效措施

针对学生党员存在的上述问题，笔者认为，要有效发挥

学生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必须采取以下措施进行改进。
3.1 完善选拔方式，端正入党动机，把党性修养作为考察的

必要程序

要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必须从进口处着手，制定

完善的党员选拔方案。对发展对象入党前的考察，需要从思

想、品德、学习、能力等众多方面入手，考察需要多渠道、多
方位、多次层面地进行。在考察中，把入党动机是否端正作

为一票否决的依据。对新入党的预备党员，需要对其进行党

性修养的锤炼，通过日常学习、警示教育、参观学习、入党宣

誓等形式，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让党员对自己的

身份有敬畏感，逐渐做到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立行，使

党员真正成为先进思想的传播者、模范行为的引路人。
3.2 拓展教育形式，加强实践培训，充分展现思想引领功能

对学生党员的教育，关键在于在思想上引起其感情共

鸣，让学生在心底深处受到触动，这样才能主动地接受教育

内容。关于党性教育的形式，必须转变原来枯燥的讲座、报
告形式，采取学生乐于接受的形式，如通过红色网站、自媒

体、微博、微信、QQ 群等方式，在学生学习生活中不自觉地注

入红色基因；也可以结合学生的兴趣爱好开展党的基本知

识研讨、党史知识竞赛、先进思想的辩论等，把正面的宣传

教育与学生易于接受的趣味活动相结合，向学生们宣扬党

的执政理念、国家的政策法规，用社会主流核心价值观多层

面多渠道地去感染学生。同时，在党性知识提高过程中要注

重锻炼培养党员的领导能力、实践能力，如让性格内向的同

学主持各种活动，主办各种会议，让党员学生得到不同形式

的锻炼，提升实践能力和领导水平。把党员培养成学习成绩

好、实践能力强、领导水平高的骨干人才，使党员成为引领

先进思想、示范积极行为的标兵。
3.3 筑牢思想堤坝，完善监督机制，推进惩防体系的建立

把纪律教育作为党员教育的重要内容，让学生在日常

生活中坚定自律信念，能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和约束自

己，筑牢思想堤坝，成为严格自律的带头人。同时，支部应完

善对党员的监督机制，采取措施把对党员的监督由党内扩

展到党外，采取党外群众评议党员、举报信箱等多种形式，

让广大学生对党员的不良行为进行检举。对违纪党员及时

纠错，运用督导纠错、提醒谈话、会议通报等处置措施，推进

惩防体系的建立，纠正党员的失误和偏差，化解党员的公信

危机。
学生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可以使党员成为团结

青年学生的精神纽带，成为提高校园思想政治教育水平的

有力助手，成为带领广大青年坚定不移地实现伟大中国梦

的生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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