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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基层党支部群众路线主题活动的实践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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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海洋大学 1．食品学院；2．科技处，上海 201306) 

摘要：本文分析了高校基层党支部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并以食品学院基层教工党支部为研究主体，在上级党委的领导与 

指引下，根据支部党员特色，坚持走群众路线，开展以群众路线为主题的教育实践活动，在进一步丰富支部活动内容，完善整 

理凝聚力与内涵建设的同时，实现基层党支部工作的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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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基层党支部是依据党章而设立的基层组织，是党 

在高校的组织基础与最小单元，是高校党员组织起来的基 

本形式和日常管理的基本单位，承担着高校党组织 日常最 

大量和细致的工作，是高校最基层组织的核心。《党章》规 

定：基层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 

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这就决定了高校基层党 

支部的地位与作用。高校基层党支部建设既是我党建设的 

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高校党建的重要内容之一。 

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政治路线、工作方法和领导作风， 

是党在实践中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充分体现了党的性质、宗 

旨及指导思想。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执政 

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人民服务是党 

的根本宗旨，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检验党一切执政活动的 

最高标准”，并做出“围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在全党 

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的重大部署。群众路线与民主政治建设有着理论上的 

内在逻辑和实践上的一致性，是扩大有效政治参与的基础， 

是推进基层民主建设的前提，是维护人民政治权益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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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组内教研常态促进 

保障，是加强民主监督的途径，也是保证科学与民主决策的 

关键。只有坚持群众路线，才能适应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 

断提高的新要求，推动民主政治建设。在新的历史时期，认 

清理解群众路线的实质，促进推动群众路线的落实有其特 

殊意义。 

在当前时代背景下，基层党支部只有在上级党委的领 

导下，坚持走群众路线，开展以群众路线为主题的教育实践 

活动，丰富支部活动内容，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支部的理论 

学习、组织作风和制度建设 ，才能增强基层党支部的凝聚力 

与战斗力 。 
一

、基层党支部工作开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基层党支部对自身建设的认识不足，工作措施不到 

位。随着高校学科改革的发展，部分党员往往认为，教学与 

科研才是高校的中心工作，因此对基层党支部建设工作重 

视不够，导致“重科研，轻党建”现象的发生。同时，也由于少 

数基层党支部党务工作者在支部建设上的主动性与积极性 

欠缺，认为党建工作应为教学科研工作让路，忽视此项工作 

或是简单敷衍，缺乏应有的热情，从而严重影响基层党支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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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一个年级中同轨的班级较多，最多的达13个班，而 

市、县学科带头人、能手又都分布在各个年级教研组中。组 

内教研就成了我们强势推进的一种活动形式。组内教研课 

可以不拘形式，如可以针对近期教学中存在的共性问题进 

行研讨等。上课的老师在学期初根据自愿安排好。活动的主 

要形式是 “个人备课一集体听课一共同研讨一总结运用”。 

这样的组内教研活动参与的面更广，为各个能力层次的教 

师提供了锻炼的舞台，搭建了成长的阶梯。在交流研讨中， 

教师的研修能力同样得到了开发，同时能力习得的过程更 

简化直接。可以这样说，组内教研课的常态开展，是校级研 

讨课的有效延展，并与校级教研课优势互补。 

四、随堂听课诊断课堂 

随堂听课是最能看出老师的实际工作态度和教学水平 

的。教师们大多不愿成为随堂听课的对象，因为它带给人的 

印象是领导是来故意找茬的，或者是对自己的工作不放心 

不信任等。教师们的内心是抵制这样的行为的。在深入调研 

的基础上，我们认真思索，经过了与多位老师们交流后，我 

们将随堂听课的目标定位在“服务”两个字上。最好的管理 

就是服务，最好的服务就是参与其中，管理者不变的身份是 

服务者。“管”的唯一目的是激励人，使用人，成就人；“理”的 

唯一途径是顺应师生需求，尊重育人规律。管理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都是和谐人际关系，形成工作合力。根据我校老师的 

组成结构，首先每学期初我们会确定随堂听课的人选，如工 

作在五年内的新人，教龄在十年左右的年轻人等，尽量寻找 

具有代表性的人群。随堂听课不定时间，保证能听到最常态 

的课。接着我校各学科核心教研组的成员走进课堂，在随机 

听取3次以上常态课之后，集中会诊。会诊主要从知识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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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和探究的过程，学生的学习兴趣、思维能力和对知识技能 

掌握的程度，学生的学习习惯等几个方面，既注重教师的 

教，更关注学生的学，尤其是学生良好学习习惯的养成。因 

为我校现行的随堂听课是为老师的发展服务的，它也正一 

步步地为教师们所接受。 

现在带着微笑 、激情走进课堂，带着等待、关爱走进课 

堂，已成为所有实验小学人的标识。师生间多了许多默契， 

学生们的质疑、问答、交流，有时只需一个眼神、一个手势、 
一 个动作，师生彼此间就能心领神会。课堂的三分之二话语 

权留给学生，“多激励、多交流、多提示、多训练”，“少标准、 

少代替、少做主”，“四多三少”等方式保障学生成为课堂的 

主人。这些显著特征的凸显，与我们长期坚守课堂，以课堂 

为主阵地，建构起的课例研修新模式休戚相关。 

这种新型的校本研修模式，无需花费多少人力物力，主 

要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上课和研究课上，研究对象是一个个 

鲜活的课例，更易让一线的教师所接受。它在某种程度上弥 

补了有些培训大、空、悬，易让教师“消化不良”的现象。新型 

的研修模式会引领教师在不知不觉中跨进研究的大门，从 

教师个人的角度来看，课例研讨是一种新的专业成长渠道。 

加强课例研讨必将是提高教师自身专业素质的捷径。 

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四课”并行的校本课例研修模式， 

让课堂教学效率不断提高，教学质量不断提升，教师从自己 

独特的工作对象——学生身上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精神 

的愉悦无形中累积了教师的职业幸福。此可谓一举多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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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总体建设效果。 

2．党支部考核激励机制尚待完善，基层党务工作者的积 

极性未能充分发挥。高校基层党支部的支委成员多由教师 

或行政管理人员兼任，其自身已承担着繁重的教学、科研与 

管理任务，有着岗位考核的压力。同时，由于部分高校在基 

层党支部建设方面缺乏有效的激励引导机制，部分支部书 

记角色意识不强，理论水平不高，对党建工作存在应付的想 

法，也将导致支部工作无法顺利开展。 

3．活动内容形式单一，不适应基层党支部的总体发展。 

高校教育环境往往会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文化与科技的发 

展而改变，作为学历层次高、思维活跃的教师，其思想也易 

在潜移默化中发生着变革。如果基层党支部在工作方式方 

法上未随之加以更新，仍照搬多年来陈旧的支部活动模式， 

也将导致支部活动流于形式，使支部学习演变成“读读报纸 

文章”，形成为完成任务而进行枯燥无味的学习模式，与学 

习型党组织与个人建设的要求相差甚远，凝聚力不聚反消。 

二、基层党支部开展群众路线主题实践活动的措施 

鉴于此，我校食品学院教工基层党支部结合《上海海洋 

大学2013年党政工作要点》中“贯彻落实规划纲要，扎实推 

进党建工作”提出的“深入开展群众路线活动和保持党的纯 

洁性主题教育实践活动”，调整了支部活动形式与内容，先 

后围绕各个时期的特点，开展了以群众路线为主线的主题 

教育实践活动。 

1．以党务公开网站为平台，开展“树立岗位奉献精神，提 

高服务工作意识”活动。根据基层党支部的工作特点与支部 

党员的服务特长 ，以“支委带党员、党员带群众”的形式 ，不 

定期组织党员进行工作交流。并在党务公开网站对当月活 

动计划内容、活动办法与组织形式等予以公开，切实加强党 

建网站的平台建设。采取多种方式积极引导支部教工党员 

立足岗位 ，培育其热于奉献的优良品质；通过在学院宣传栏 

中设立“党员服务公示栏”，及时将党员的工作职责、服务内 

容、办公地点、联系电话与服务时间等信息在全院范围内公 

布，开设“党员示范岗”，接受师生监督。自服务示范活动公 

示工作开展以来，支部党员多次接受广大师生的咨询，提供 

了力所能及的服务。 

2．加强基层党员理论学习，提升综合服务能力。学习活 

动是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和了解掌握最新动态的方式之 
一

。 基层党支部在加强教工党员自身理论学习的同时，陆续 

开展了“读一本好书，观一部好片”活动。组织支部党员开设 

组织生活会，畅谈读后感与观后感，交流心得体会，逐步提 

高基层党支部总体理论水平，提升服务群众的能力；工作期 

间，基层党支部先后组织党员观看了《雨中的树》、《党的好 

儿女》、《霓虹灯下的新哨兵》与《永远的雷锋》等优秀影片， 

自主选读了《史蒂夫．乔布斯传》、《走向海洋》与《狼图腾》等 

佳作，并围绕活动主题写下心得体会。在我校百年华诞到来 

之际，支部党员还通过内部工作环境清洁与外部义务劳动 

等相结合的形式，进一步美化了校园学习与工作环境，营造 

出和谐稳定的氛围。此外，党支部还用实际行动直接参与校 

庆的服务接待工作，真正践行了“一名党员，一面旗帜”的服 

务示范作用。 

3．开展“红色之旅”活动，激发爱国热情。支委通过组织 

支部党员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作实地参观考察，增进支部 

成员对党和国家的情感，激发爱国热情，增强党员教师共同 

努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期间，基层党支部在校二级党委 

的组织下，先后赴浙江衢州与山东枣庄参观了江南毛氏发 

祥地、毛泽东祖籍地、台儿庄大战纪念馆等。通过参观革命 

史迹馆、观看毛泽东生平事迹影像等，对革命前辈的崇高精 

神和卓越贡献有了直观感受，更进一步加强了爱国主义情 

感的熏陶。 

4．以联谊交流为载体，加强支部间与民主党派间的沟通 

交流。基层党支部还以联谊交流为载体，通过多种形式，与 

校内外党支部党员、民主党派人士间活动的开展，提升党群 

关系，营造和谐氛围。以联谊活动，如座谈交流会、运动竞技 

赛等形式，开展校内党支部间、临港地区相关党支部与各民 

主党派的交流；采取举办“健康活动日”活动，每月组织支部 

成员与其他支部、民主党派间开展3～4次体育锻炼活动，如 

羽毛球、乒乓球、篮球与足球赛等，既增强了自身体质 ，培育 

强壮体魄，又加强了党派间的沟通与联系。 

5．围绕各个时期的关注热点，适时开展基层主题实践活 

动。基层党支部顺应时代发展，结合十八大精神与中央政治 

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八项规定中提出的“厉 

行勤俭节约”要求，加强“厉行节约、杜绝浪费、节能环保”理 

念的宣传，开展每月一次的党员活动“小贴士”，通过电邮、 

微信或短信形式，宣传党的正面思想，并以实际行动接受群 

众监督，提高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树立务实作风。 

总之，基层党支部的凝聚力建设是一项系统性、长期性 

的发展过程。上级党组织的扶持、基层支委的责任心与支部 

党员的热情三者缺一不可。只有做好基层党建工作，丰富活 

动内容，加强内涵建设，改进党员活动形式，坚持开展群众 

路线主题教育活动，才能确保高校各项事业的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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