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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班集体建设为抓手 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

收稿日期：2017-09-15

2010年12月16日北京市教工委在《关于加强北京

高校班集体建设的意见》中进一步指出：“班集体是目

前唯一能够覆盖高校全体学生的基层组织，是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和校风学风建设的重要阵地。新时期加

强高校班集体建设要以增强班集体的凝聚力为核心

目标。2016年12月7—8日，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

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指出，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要遵循思想政治工

作规律，遵循教书育人规律，遵循学生成长规律，不断

提高工作能力和水平。北京工业大学建工学院的学生

工作始终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班风和学风建设

为核心，以两团七队建设为抓手，以素质拓展为手段，

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在班级建设中，始终坚持让学

生生活在优良的班集体之中，促进德、智、体、美全面

发展，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一、“N+1=1”班级管理与班风建设模式的构建

目前，大学生的班级归属感意识不强，导致大学

班级缺乏较强的凝聚力。在校大学生多是“90后”，独

生子女占有较高比例，衣食无忧，学生中普遍存在自

我意识强烈，缺乏同情心，在与他人相处时过于自我，

遇到问题较难换位思考的现象，人际交往中矛盾冲突

较多，这些都直接影响到班集体凝聚力的形成。课余

时间，学生大多忙于自己的事，参加班级活动不积极，

对班级组织的活动也不关心，集体意识薄弱，班级归

属感不强。以寝室或小团队为活动中心，班级观念淡

化，阻碍了大学生之间的整体沟通。目前高校中也存

在这样一种现象，由于学生缺乏班级观念，遇到班级

选举或团推优，通常是选自己寝室的同学。班级开展

活动或者节日聚会，多数学生通常也是以寝室和小团

队为单位形成明显的小集体。在日常学习生活中，他

们经常一起上课、一起吃饭，却很少和寝室以外的同

学进行沟通和交流。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多数高校

采取学分制的修学方式，从时间上和空间上也给班集

体建设造成了阻碍，同学之间缺乏团结的现象很严

重。针对以上情况的发生，北京工业大学建工学院积

极探索基于“N+1=1”群体效应下的大学生班级管理与

班风建设，旨在使班级在共同目标的指导下，在认识

一致的基础上，经过班级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促使

班级形成一种行为风尚，促进班集体形成一种较稳定

的精神状态，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
二、“N+1=1”班级管理与班风建设模式的构建

“N”代表班级里的同学；“1”代表一个优秀的人、
一支优秀的学生干部队伍、一个需要帮助的个人或者

是班级需要实现的一个工作目标；最后一个“1”代表

一个团结的集体。在班集体建设中，建工学院使用

“N+1=1”群体效应的管理模式，针对不同年级发挥其

不同效用，目的是加强班集体建设，增强班集体的凝

聚力，发挥班集体的育人功能。
“N+1=1”群体效应是指一个人处于某个群体中，

他的行为和结果影响到周围人群的行为，最终使群体

行为一致，实现群体目标。班级是高等学校学生的基

本组织形式，学生的主要日常活动也大多是以班级为

单位进行的，这种群体稳定性使同一班集体内的每个

成员之间相互影响，其学习态度、学习方法、道德品

质、兴趣爱好具有较大的相似性，因此“N+1=1”群体效

应在同一年级内表现的更为明显，通常体现为先进班

集体内人人奋发、个个向上，无论是班风、学风都较

好，而落后的班集体则懒散、消极，成员普遍动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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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加强高校班集体建设，能塑造当代大学生良好的品格，促进他们在德、智、体等方面的全面发展。在

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中，习近平指出，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随着

大学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学分制修学方式使得大学班级的概念正在淡化，以班级为载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随之弱化。北京工业大学建工学院通过创建“N+1=1”群体效应下大学生班级管理与班风建设的工作模式，

学院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成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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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管理】

———“N+1=1”群体效应下大学生班级管理与班风建设的创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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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不求进取。这种现象也得到了心理学家的证实。在

现实生活中，学生之间的思想和行为会自动产生趋同

性，在有些情况下，他们宁可违反组织纪律，也不愿违

背朋友圈子中约定俗成的规范。个体会在个体需要被

接受与保留其个性两者之间主动寻求一种妥协，尽管

他们相信保持个性很重要，但是也同时感受到为了受

欢迎而与同伴保持一致是必要的。
任何事物都有消极的一面，“N+1=1”群体效应的

产生也会伴随着一些问题产生，群体中也会存在一些

歪风邪气和不正之风，影响学生目标的确立，抑制学

生个性的发展，使班级缺乏凝聚力。面对这种情况，辅

导员和班主任要及时引导学生培养独立自主意识，提

高明辨是非的能力，确立自己的目标时减少盲目性，

做出正确的判断。
在现实工作中，“N+1=1”群体效应支持和引导大

学生积极的群体行为，调整消极的群体行为，使班级

建设在引导大学生全面发展中真正发挥出塑造品格、
提高政治素质、增强综合技能、促进身心健康发展的

作用。
三、运用“N+1=1”群体效应开展班级管理班风建

设的实践

“N+1=1”群体效应的积极性体现在能够增强集体

的凝聚力。在外界竞争加剧、压力增大、机遇与挑战同

时存在的情况下，学生有了共同的目标，发挥集体的

力量，完成既定目标。在班集体中，大家相互交流能够

产生新的思维方法，形成新的力量，使后进赶先进，先

进更先进，在集体行为的约束和影响下，那些不自觉

的后进者能够改变自己的惯性思维和行事作风，为了

集体的目标而努力。“N+1=1”群体效应也体现在其能

促进良好作风和习惯的形成。一个班级内的先进模范

和正面典型常常会受到教师的赞赏以及同学们的关

注和模仿，以此可以带动身边的一部分人。如果一个

班的大部分人都能够争当先进，都能主动养成良好的

学习和生活习惯，都能心态积极健康，那么整个班就

会形成被广泛认可的共同行为模式，形成自己良好的

班风和学风，从而带动个人的发展。具体做法包括以

下几种。
1.选好班集体中的“1”，重视榜样的作用。现实社

会中，有很多社会现象可以表明，在人们内心深处都

会存在一种从众心理，因此，如果能够在班级内选出

优秀的“1”，将会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和导向作用。
“1”可以是一个优秀的学生，也可以是一支优秀的学

生干部队伍。在日常工作中，要重视培养先进典型，营

造积极健康的舆论氛围。对于班级内表现突出的学生

要及时表扬、奖励和肯定，强化良好的定式。规范学生

行为，让学生的良好品德和行为发扬光大，成为集体

的财富。同时，也可以打造一支优秀的学生干部队伍，

他们要是学生中的优秀代表，是各种各样先进典型的

集合体，能够成为其他学生的榜样，为集体指引正确

的前进方向，使学生在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的基础上

从众，发挥“N+1=1”群体效应的积极作用。通过榜样教

育，最终引导学生将对榜样的认识和理解转化为具体

的日常学习及生活中的行为。
2.挖据“N+1=1”群体效应的外展性。人才培养是

大学的根本使命，也是一所大学永葆生机、提升核心

竞争力的制胜法宝。班集体建设中领头羊和掉队者并

存，掉队者分几种情况：学业困难、心理困难、生活困

难等，在集体齐头并进的同时，我们要做好掉队者的

帮扶工作，帮扶体制的完善是高校创建优良学风、校
风的必要举措，也是一个负责任的集体的应有之义。
关注困难群体，创新工作思路，采取有力措施，以全方

位、具体化、常态化的措施助力大学生的成长成才，这

是高校不可回避的责任与使命。在班集体建设中，1个

困难学生的背后，要建立起N名学生组成的帮扶队伍，

一个人面临困难时是渺小的，但是加上N个后盾，一个

集体的力量可以超常迸发。
3.发扬“N+1=1”群体效应，构筑家文化。班集体建

设中营造“家文化”氛围，以“1”种文化，团结“N”个个

体，凝聚成“1”个团结的集体。班级家文化———LOVE

爱的文化，外延上是爱国家、爱集体、爱班级，内涵上

是L———Learning（学习）、O———Orchid（友谊）、V———
Value（价值观）、E———Ego（自我塑造）。

四、“N+1=1”班级管理与班风建设的工作实效

北京工业大学建工学院积极探索“N+1=1”群体效

应，加强学院班集体建设，成果显著。
给排水科学工程专业2013级2班围绕“每个人都

是一滴水，大家团结起来就是一片汪洋”的宗旨，积极

开展班级活动，着重班级凝聚力的建设。班干部各司

其职，分工明确，共同建造给排水科学工程专业2013

级2班这个大家庭。班级学习成绩突出，学年加权

79.95，居学院第一名。这片汪洋给了同学们归属感和

安全感，载着31艘小船不断前行。给排水科学工程专

业2013级2班荣获北京市高校“十佳示范班集体”荣誉

称号。
土木工程专业2014级1班倡导“63+1”的帮扶机

制，让学生在索取中感受温暖，在奉献中收获感动：在

平时的生活和工作中，难免会遇到阻碍，每个需要帮

助的同学都可以变成这个“1”，而另外63名同学则是

其强大的后盾。班级中共有25名同学获得校级学习优

秀奖，4名同学在第九届“高教杯”工程制作大赛中获

奖，2名同学在北京市大学生结构设计大赛中获得二

等奖，1名同学获得国家奖学金。土木工程专业2015级

6班构筑“家文化”，班级学分通过率为100%。大一学年

第一学期有6人获得院基础奖学金，优秀宿舍3个。英

语四级通过17人，六级通过1人。院级结构大赛一等奖

6人，二等奖14人。多名学生积极参加全国大学生数学

竞赛、全国大学生工程制图大赛、英语词汇竞赛、辩论

赛。班级有校级杰出学子4人，院级杰出学子4人。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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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ng the Mod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by Class Construction

—The Innovative Practice of Class Construction of University Students under the "N+1=1" Group Effect

YAO Zhen-yu,CHEN Zhuo,CHEN Hui-jun

(College of Architecture and Civil Engineering,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Beijing 100124,China)
Abstract: Strengthen the class construction of universities,can shape the students a good character and promote

their moral,intellectual,physical and other aspects of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n national ideological council,Xi

Jinping pointed out that ideological work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must due to things,times and situation. With the

developing of university reform,credit school system makes the concept of university class is dilute,the effect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lass is weakened. So,the College of Architecture and Civil Engineering at 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creates the work style "N+1=1" group effect on university

students in class management and construction,the resul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improved obviously.

Key words:class;class management;class construction;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们一向秉持着土木学子不息为体、锐意进取的学习态

度，互帮互助，构成了班级独有的学习氛围。土木工程

专业2014级1班、2015级6班同时获得北京工业大学

“十佳班集体”荣誉称号，土木工程专业2015级6班是

全校唯一获得此殊荣的2015级班级。“N+1=1”群体效

应下的大学生班级建设模式，获得了北京工业大学思

想政治教育实效奖一等奖。
五、经验和体会

1.认真负责，提倡“三走”。学生的思想状况如何，

学习态度怎样，班级建设情况，不是班主任、辅导员整

天坐在办公室里就能了如指掌的，因此提倡班主任、
辅导员实行“三走”，即走进宿舍、走进课堂、走入操

场，深入到学生群体中，多与学生接触，对班级建设进

行跟踪观察，以便及时掌握第一手材料。多与学生进

行交流，走入他们的内心世界，多与家长沟通，了解学

生在家的情况。主动听，主动看，主动了解，掌握具体

情况，为班级建设提供科学建议。
2.正确认识班级建设中的困难。班级建设中常常

会出现反复的情况，学生容易忽冷忽热，这是一种正

常的现象，班主任、辅导员对此应有正确的认识。一种

风气的形成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当班级建设中出

现反复时，班主任、辅导员应及时了解原因，控制局

面，对症下药。通过细致的思想工作和正面引导，变阻

力为动力。当良好的班风已经形成，班主任应提出更

高层次的班级奋斗目标，创造性地把班集体建设推向

一个新的阶段。
总之，班级管理工作无止境，创建一个优秀的班

集体需要在平时的工作中多创新、多观察、多思考、多
想办法，要不断更新自身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低

下身来，潜下心来，从细节做起，才能使班级建设见成

效。面对未来的挑战，社会需求的是全面发展的人才，

我们将继续坚持以班集体建设为载体，发挥“N+1=1”
群体效应下班级建设模式的优势，调动学生的积极

性，利用一切有利因素为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创造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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