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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 众 路 线 下 的 高 校 德 育 工 作 新 解 读 

王璐璐 

(山东大学 外国语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摘 要：随着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深入开展，如何将高校发展和群众路线两者结合，相互促动 ，是推动高校科 

学发展和切实有效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关键。在群众路线下开展 高校育人工作，核心理念和根本宗旨是“以学生为 

本”，主体 内容是“德育至尚”，特别要搞好“为人师表”的师德师风建设，使德育工作更凸显人性化、创新性和全员育人，真正实 

现服务学生成长成才的 目标。助力放飞青春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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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形势下．推动高校的改革发展和稳定需要坚持党的 

群众路线 ．这是必然选择和正确方向。如何将高校发展和群 

众路线这两者有效结合、相互促动，是推动高校科学发展和 

切实有效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关键。党的十八大 

提m，要把 “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要将“立德树 

人”这一核心理念贯穿高等教育的全程．融人大学工作的各 

个方面。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要求党员干部树立群 

众观点 ，弘扬优良作风，以服务群众为主题。因此，高校要把 

“以学生为本”作为核心理念和工作宗旨，真诚地服务学生 ， 

真正做到寓管理于服务之巾 ；要将“德育至尚”作为工作主 

体和育人目标 ，创新德育工作的方式方法，卓有成效地开展 

工作 ，真正做到寓教育于引导之中；要以“为人师表”为职业 

操守和道德原则 ．行为示范 ，维护好教师的职业形象 ，用爱 

育人，用心工作 ，真正做到“寓指导于辅导之巾”，从而真正实 

现服务青年成长成才 ，筑梦成真。 
一

、以学生为本，寓管理于服务之中 

以学生为本是高校德育的核心理念 ，是走群众路线最 

好的意义诠释。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其《理想国》巾以三 

句话深刻揭示了以学生为本核心理念的真谛 ：教育把一个 

人从黑暗引向光明；教育把一个人从虚假引向真实；教育把 

一 个人从低俗引向崇高。真正的教育是以人为本的教育 ，让 

人体验美好 、体验崇高、体验成功，培养积极的人生态度 、鲜 

明的价值判断 、丰富的思想体系。以学生为本，坚持群众路 

线 ，要力求做好以下四点： 

1．以学生为本 ，要求做到从 学生中来，到学生 中去 ， 

坚持育人 为首。转移高校普遍存在的科研“GDP崇拜 ”注 

意力，加大对教学的投入力度 ．点燃对育人的热情 。高校 

本源的价值是培养人 、塑造人 ，用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引导学生 ，坚定理想信念 ，树立报国志向 ，为国家培养具 

有时代精神和建设本领的优秀青年。高校要充分调研学 

生的思想动态和成长所需 ，为学生创造 出切 实所需的“和 

胃菜单 ” 

2．以学生为本 ，要求做到从学生中来，到学生中去 ，坚持 

终身发展。重视每一个学生的终身发展 ，关心每一个学生的 

个体发展，公平惠及所有学生 ，促进学生个性发展 ，培养学 

生成为优秀人才。终身发展的目标体现了教育面向学生个 

体与面向学生群体的高度统一，体现了对学生负责和对社 

会负责的高度统一。 

3．以学生为本，要求做到从学生中来，到学生中去，坚持 

用心关爱。大学是大楼、大师 、大爱。这三者中，大楼为体，大 

师为根，大爱为魂。大爱是教育的灵魂，就是一切为了学生。 

实践证 明，平庸的教师在说教 ，良好的教师在解惑 ，优秀的 

教师在示范，卓越的教师在启迪 。教育要以大爱为魂 ，教师 

要以大爱为心．引领学生健康成长。 

4．以学生为本，要求做到从学生中来，到学生中去，坚持 

全程服务。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服务群众为主题，这就 

要求我们做学生工作时淡化管理概念 ，增强服务概念 ，建立 

健全学生服务体系。具体而言 ，可以概括为六个方面：一是 

学业发展服务体系．帮助学牛开展学涯规划，学会 自主学 

习、有效学习；二是生活环境服务体 系，帮助学生尽快适应 

生活；三是心理咨询服务体系，搭建心理 问题诉求平台；四 

是素质拓展服务体系，帮助学生发掘自身潜能，提高综合素 

质 ：五是困难资助体系 ，帮助经济困难同学完成学业 ；六是 

就业指导服务体系．帮助学生做好就业准备。 

二、以德育至尚，寓教育于引导之中 

我们一直强调德育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对于立德 

树人路径的探析。过去我们更强调正面教育 ，强化显形课 

程 ．隐形德育的作用和潜能远未能得到重视。必须说事明 

理 ．因势利导，把德育目的隐藏在教育内容之中，i卜德育存 

学科教学中自然而然地进行。 

1．要重视 生活德育 德育如果远离学生每一个成长 

进程 中发生的细碎琐事 ，忽略了学生内心尊重 、认可 、发 

展 、求知 的需求 ，不遵循贴近学生 、贴近生活的教育原则， 

德育就只能成为一种形式 、一种 空洞的说教。因此 ，德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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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坚持“生活即德育”的理念 ，注重学生在情感经验 、实践 

体验 中产生思想共鸣和共识 ，使教育变得有血有肉 ，人情 

人 理 。 

2．要重视网络德育。数字化生存已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 

分，网络成为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的“第三空间”。大学生通 

过网络表现 自我 ，交流思想，表达诉求 ，寻求共识。他们的关 

注重点在网上，兴奋点在网上。网络影响大学生的价值观 

念、文化情趣、综合素养、行为方式。因此，我们要主动打造 

德育新平台，掌握德育网络制高点，利用新媒体开展丰富多 

彩的德育活动。 

3．要重视开放德育。整合校 内外育人资源，对接社会人 

才需求 ，让学生深入社会实践 ，深入了解社情 民意 ，增强社 

会责任感，打造核心的竞争力 ，使学校文化、社会文化相互 

激荡 ，无缝对接，从而延伸育人空间。 

三、以师德为范。寓指导于辅导之中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要求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反对 

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享乐主义的奢靡之风；要贯穿“照镜子、 

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 ，保持清廉本色 ，弘扬优良 

作风。作为高校德育教育一线 的工作者 ，我们要以师德为 

范 ，照一照《高等学校教 币职业道德规范》的“镜子”，正一正 

引领社会道德风尚的“衣冠”．洗去意识淡薄 、缺乏爱心的泥 

垢，治好师德失范、损害声誉的恶疾。做好师德师风建设，必 

须遵循以下原则： 

1．要坚持着眼发展与立足当前相结合的战略性原则。辅 

导员战斗在高校育人一线 ，在引导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世 

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同时 ，必须强化 自己的政治观念 ， 

提升道德水平。需要具备战略眼光和开阔的视野．既要根据 

当前工作的实际分析解决问题，又要把握高校师德修养的 

新要求和新趋势。 

2．要坚持严格管理和强化监督相结合的规范性原则 既 

要通过程序化的流程管理和条理性的制度约束 ，控制廉政 

风险点。又要依靠严格的公示制度、群众监督和自我对照构 

成整体合力，确保学生工作各个环节的公平、公正、公开，促 

使师德建设走上规范化道路。 

3．要坚持注重激励和利益保障相结合的人本性原则 以 

人为本 。不仅要确保学生的主体地位 ，对于教师 的合理利 

益也要予 以重视 ，坚持人本性原则，多关心辅导员的工作 、 

生活和科研，为其尽可能地创造事业发展平台，听取意见 

建议。 

育人为本 ，德育为先 。德育的出发点不是禁锢人 、束 

缚人 ，而是创造条件使人得到全面发展 。随着党的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深入开展 ．我们必须摒弃那些与时代 

发展不相称的德 育模式 ，真正想 办法 、出谋 略 ，以学生为 

本 ，使德育随时代 的发展 而发展 。与时代 紧密结合 ，努力 

提高德育的实效性，为现代化建设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 

质人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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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上接第 81页)生参加全 国全省 的重 要展事 、赛事 ，提升 

规格档次 ，参加“平遥 国际摄影节 ”。让学生有 目的地学 

习 ，渴求成功 ，将 自己的作品推广出去。学会推广 自己才 

能取得更大的成功 ，为 自己的创业铺平道路。 

(六)在教学过程中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摄影观念 

1．熟练掌握拍摄技术。尽量减少后期PS处理 ．利用熟练 

的技术创造最佳拍摄效果。 

2．要尊重拍摄对象。摄影者不能偷拍，要有 良好的职业 

道德和素养，在拍摄过程中要尊重他人 。 

3．±盘养摄影师作为一个完整的人。要有更多的社会责任感。 

结语 

职业教育的大趋势是职业化和实践化 ．摄影课程是一 

门生命力旺盛 、新兴的学科，有着巨大的前景。摄影教育是 
一 个开放的概念，它必然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 

的发展而改变 ，它的生命在于创新。可以说 摄影教育的发 

展过程便是不断创新教法、学法的过程 。任何墨守成规的 

摄影教育方法 ，只能使摄影艺术终止 ，并失去其存在 的价 

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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