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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辅导员政治胜任力构建逻辑及其提升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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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时代政治胜任是高校辅导员职业属性的本质规定，是满足学生政治需要的必要条件，是
辅导员专业化发展的现实诉求。辅导员政治胜任力是基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要求和辅导员
的政治属性、核心政治职能、育人目标等直接相关的知识、技能、价值观、职业角色、自我概念
和动机的能够测量的核心个体特征。构建逻辑上，政治信念是根本，政治意志是核心，政治理论
素养是基础，政治实践能力是关键。提升辅导员政治胜任力，要做到：涵养辅导员职业生态，激
发政治信仰；明晰辅导员职业愿景，强化政治意志；完善辅导员培训体系，提高政治理论素养；
聚焦辅导员专业发展，提升政治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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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litical competence is the essential professional attribute of college counselors in the new era,
which is necessary to meet the political needs of students and the realistic appeal of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college counselors. Political competence of counselors is the core characteristics that can
be measured by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are directly related to
counselors' political attributes, core political functions and educational goals, which are based on their
knowledge, skills, values, professional roles, self-asseessment and motivations Logically, political belief is
the essential condition, political will is the core, political theoretical accomplishment is the foundation, and
practical political ability is the key. In order to improve counselors' political competence, it is necessary to
cultivate counselors' professional ecology and intensify their political belief, clarify their career vision,
strengthen their political will, better the training system, continue political theoretical study emphasize
thei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enhance their ability of politic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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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事

组成思想政治教育基本要素的内在规定。习近平总

关办什么样的大学、怎样办大学的时代命题，更是

书记指出: “我国高等教育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关系培养什么人、为谁培养人的根本问题，是党和

坚持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

国家的一项战略性任务。在高校日常思想政治教育

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

工作中，高校辅导员在教育、管理、服务等方面，

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四个服务”

都是不可替代的专门力量和组织保障。随着时代发

从不同的角度彰显了我国高等教育的政治定位。高

展和形势要求变化，辅导员工作的内涵和外延不断

等教育肩负着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

拓展，工作内容也变得庞杂，笔者认为要警惕辅导

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大任务，作为开展大学生

员工作的事务化倾向，牢牢把握住辅导员的政治属

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高校辅导员要旗帜鲜明

性。当前，把提升政治胜任力作为辅导员职业化、

地讲政治，把“政治胜任”作为自身职业属性的根

专业化发展的起点和落脚点，进一步从理论认识上

本遵循。

[3]

厘清高校辅导员政治胜任力的内涵和内在逻辑，着

高校辅导员制度衍生于抗日军政大学时期的

重探讨辅导员政治胜任力的提升路径，这具有重要

“政治指导员”制度，当时政治指导员主要负责基

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层中对学员的思想、学习、健康和生活等。历经“双
肩挑”“政治辅导员”“辅导员”等名称的更迭，

一、高校辅导员政治胜任的重要意义

但从对辅导员职业定位和职能描述中，可以清晰看
到高校辅导员的起源和发展都丝毫没有改变“政治

胜任力概念最初的提出，是以美国著名的社会

性”的特征，其核心职能就是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政

心 理 学 家 戴 维 ·麦 克 利 兰 (David·C·McClelland) 于

治教育和政治引导。教育部第 43 号令《普通高等

1973 年发表《测量胜任力而非智力》一文为标志，

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中，把“具有较高的政

最初麦克利兰将胜任力定义为“与工作或工作绩效

治素质和坚定的理想信念，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基本

或生活中其他重要成果直接相似或相联系的知识、

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有较强的政治敏感性和政治

技能、能力、特质或动机” 。近 50 年来，在人力

辨别力”作为首要的基本要求，在新时代下，虽然

资源管理领域、职业发展测评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

辅导员工作的内容越发的丰富，但是辅导员的政治

成果，提出了广为人知的“冰山模型”和“洋葱模

胜任要求不是弱化了，而是应该越来越加强，把政

型”等，对于胜任力的研究不断发展和丰富。2004

治胜任、思想引领作为辅导员工作的核心。

[1]

[2]

年杨继平等 把胜任力理论引入辅导员队伍建设研
究以来，学界试图对于其定义、内涵、要素、特征

（二）满足学生政治需要的必要条件

等进行不同角度的认识和把握，形成了不少可资借

马克思说过，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

鉴的成果。但对政治胜任力目前学界尚没有明确的

会关系的总和。亚里士多德也认为，人是天生的政

概念提出，已有的研究比较多的涉及到辅导员政治

治动物，政治需要是人类之所以为人的基础和不可

素质、政治素养，例如提出辅导员“政治要强”

或缺的内在需求，大学生自然更不例外。大学生处

“提高政治工作能力”等，但无一例外地都认为政

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在思

治胜任是辅导员职业胜任的前提和关键。所以，厘

想和行为上都体现出人类之所以为人的本质需要，

清高校辅导员政治胜任的重要意义，有助于我们把

包括政治需要、精神生活需要、价值追求需要、自

握辅导员工作的本质属性，明确辅导员工作的核心

我实现需要，也包括成长成才的诉求和渴望。思想

竞争力和专业化发展方向。

政治工作正是以人为对象，通过解决思想、观念、

（一）高校辅导员职业属性的本质规定
政治性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所在，
它规定着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性质和价值指向，是

政治立场等问题，在学生发展过程中发挥引导方向、
确定目标、提供动力的重要作用，具有鲜明的价值
[4]

性和针对性 。因此，通过辅导员政治胜任来满足学
生政治需要是高校思想政治的逻辑起点和现实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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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任特征，政治胜任力更加突出高校辅导员的思想

专门力量，要立足国家的政治制度形态和经济社会

政治教育的核心地位，是更根本、更核心的能力，

发展需要，培养在思想道德水平和思想政治素质上

可以说是辅导员“核心能力”中的“核心能力”。

与之相符合的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思想政治工

参考麦克利兰的胜任力的理论结构模型和高校辅导

作从根本上说是做人的工作，必须围绕学生、关照

员的职业定位，笔者试图将高校辅导员政治胜任力

学生、服务学生，就要深刻理解和把握学生作为一

定义为：高校辅导员政治胜任力是基于高校思想政

个政治性动物和社会性的人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需

治教育的本质要求和辅导员的政治属性、核心政治

要，通过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供给和调节，帮助学

职能、育人目标等直接相关的专业知识、专门技能、

生建立起健康而完整的思想价值体系。政治胜任有

价值观、职业角色、自我概念和动机的能够测量、

助于帮助辅导员从人的逻辑起点上找寻学生思想行

可培养的核心个体特征。笔者认为高校辅导员的政

为的规律，理直气壮的组织开展好日常思想政治教

治胜任力至少应包含以下几个要素。

育，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效性和针对性。
（三）辅导员专业化发展的现实诉求
任何一个职业的专业化都应该基于该职业的专
门性和不可取代性，具有鲜明的区分性和竞争性。
同时，也只有实现专业化，才能实现真正的职业化。
同样，辅导员的专业化发展，应立足于辅导员的核
心职能来建设。不难发现，《高等学校辅导员职业
能力标准（暂行）》中规定的九项职业功能，其实
都是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实现载体。显
而易见，辅导员的专业化必须是基于思想政治教育
能力的专业化。政治胜任就是强调辅导员的职业原
点和职业方向，从而规定和引导辅导员队伍在招聘、
培养、配置、发展和评价的全生命周期在中确定健
康、可持续的发展路线，促进辅导员队伍发展。
近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辅导员队伍建设，
不断释放政策红利和资源配置，支持辅导员队伍职
业化、专业化发展，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辅导员
在高校中面临着职业定位不清晰、承担大量校院两
级部门有意无意增加的事务性工作问题，导致辅导
员的工作重心发生了偏移，重业务管理、轻政治引
领，成为掣肘辅导员专业化发展的客观因素。同时
由于辅导员专业化发展尚不成熟，辅导员立足岗位
职业化发展的机制不成熟，存在明显的“优转”情
况，即表现优异的辅导员转出辅导员队伍，而其他
相对不那么优秀的辅导员则沉积下来，留的住而流
不动，造成辅导员专业化力量的积累不够，发展的
持续性受到打击。

二、高校辅导员政治胜任力的构建逻辑

（一）政治信仰：政治胜任力的根本
信仰是指人们对某种思想、主义坚信不疑，并
以之作为行为准则和终身奋斗的目标。高校辅导员
作为党的干部，只有在政治上保持信仰、信念、信
心，才能从根本上具备政治胜任力的基础。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在政治上保持信仰、信念、信心，
任何时候都至关重要，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
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
[5]

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

高校辅导员的政治信仰，应包括马克思主义信
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辅导
员职业理想等内容。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
导思想，高校辅导员必须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才能
获得成为大学生人生导师的基本资格，马克思主义
是辅导员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根本性质的指导
思想和理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社会主义共同理
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和奋斗目标，
这是所有共产党人根本的政治理想，也是辅导员培
养接班人和建设者的目标方向和信心来源；而辅导
员的职业理想，则是坚定立德树人根本使命，教育
好、引导好学生，这既是辅导员的道德要求，也是
[6]

职业价值 。
（二）政治意志：政治胜任力的核心
在政治学理论中，政治意志是指人们在政治意
志行动中自觉且有目的地对自己的政治行为进行调
剂的心理现象，具体表现为在政治思想、政治行为
中的坚定性、坚韧性、顽强性。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是关系党之未来、国之未来的极端重要的工作，是
党的生命线所系和生命力所在。当前国际国内意识
形态斗争异常激烈，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着

高校辅导员政治胜任力不同于一般的职业能力

巨大的挑战，高校辅导员处在意识形态的最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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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各项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落实者，没有坚强的政

展需求和期待，是新形势下提高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治意志，就难以胜任辅导员工作的时代要求。

实效性的关键。” 缺少政治实践能力，辅导员政

[3]

高校辅导员的政治意志，体现在对思想政治教

治胜任力就是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高校辅导员应

育工作的职业追求、职业承诺和职业韧性。辅导员

该把政治实践能力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在日常的

的职业追求，就是要体现并践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彰显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和

价值，把对工作的热爱转化为对职业的使命感和责

意义。

任感，树立较高的发展目标和绩效标准。辅导员的

辅导员的政治实践能力，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

职业承诺则表现为对职业的投入和职业规范的内化，

识。第一，政治教育能力。要通过以党建带团建，

从而树立稳定的职业锚，并不断深化专业化发展方

注重通过党团建设、社团组织等，引导学生树立正

向，这既体现了辅导员个人的工作稳定性，也关系

确的价值观念，提高自身本领，教育学生勇于担当

到辅导员整体队伍的持续健康发展 。而辅导员面

时代责任，成为德才兼备全面发展之才。第二，政

临高风险和高压力的工作常态，要求必须要具备较

治动员能力。要能够通过理论宣讲、形势政策、主

高的职业韧性，才能做好自我效能感的提升和职业

题教育、党团课堂等，增强学生政治共识，勇于同

信赖的增强。

不良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作斗争，树立正确的世界

[7]

（三）政治理论素养：政治胜任力的基础

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时代观，引导学生树立接班
人意识和建设者责任。第三，政治活动能力。辅导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重视理论武装，也是我们

员要善于把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学业、就业、创新创

党的传统法宝和政治优势。教育者要先受教育，深

业等具体学习生活中，通过拓展学生喜闻乐见的社

厚的政治理论素养不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专利，

会实践、志愿服务、文体活动等形式和载体，增强

也是辅导员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和政治胜任力的基础。

思想政治教育的亲和力和时尚性。

辅导员虽较少在第一课堂中承担理论教学任务，却
要在更广泛的第二课堂和第三课堂中，回应学生的

三、高校辅导员政治胜任力的提升路径

理论困惑和实践诉求，那就需要辅导员具备较高的
政治理论素养，常学常新，把理论学习作为一种政
治责任、精神追求和生活方式。
高校辅导员的政治理论素养，一方面要表现在

高校辅导员制度是扎根中国大地办好社会主义
大学的特色制度安排，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同时
也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和战斗力，在全面加强高校学

辅导员必须具备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知识，

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新形势和新要求下，要不断提升

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这是辅导员政治胜

以政治胜任力为核心的辅导员职业能力，促进辅导

任的第一课，更是必修课。另一方面，还要体现在

员职业化、专业化发展。基于前文的分析和论证，

对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和伟大的中国实践相

笔者认为，要提升高校辅导员的政治胜任力，要从

结合的理论成果的学习和掌握，掌握习近平新时代

政治信仰、政治意志、政治理论素养、政治实践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治国理政重要论述，并善

力方面着手，基于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扎实推进。

于加强理论研究和理论实践创新，发现新规律，解
决新问题。辅导员的政治理论素养，还要求具备与
思想政治教育密切相关的比较广泛的哲学社会科学

（一）涵养辅导员职业生态，激发政治信仰
“蓬生麻中，不扶而直”，辅导员的政治信仰，

等宽口径知识储备，学习教育学、心理学、职业发

不仅与辅导员个人素养修养有关，更与辅导员整个

展教育等专业知识，从而在教育学生过程中，能够

职业生态是否健康有关。生态系统理论认为，个体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提高政治胜任力。

发展受到生态系统作用，同时也反作用于生态 。

（四）政治实践能力：政治胜任力的关键

[8]

社会系统（宏观系统）方面，要通过国家职业认证
权威部门尽早将“高校辅导员”职业单列或明确职

高校辅导员的工作从根本上来讲就是育人的实

业归属，避免游离在教师和干部双重身份之间而无

践，是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实现。习近平总书记在

法得到有效认同。同时要通过教育主管部门的制度

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提

建设，完善辅导员的顶层设计，明确政治属性和专

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

业特性；在职业系统（中间系统）方面，要破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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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杂细乱”的职业形象宣传和“万面万能”的配

修项目，辅导员每年可以获得比较多的培训与研修

角形象暗示，正面总结和宣传辅导员在思想引领和

机会，但这似乎并没有明显改善高校辅导员政治理

政治胜任方面又红又专的职业价值和职业形象。同

论素养不够的窘境，主要的原因在于培训内容的连

时要构建科学的考评体系，在评奖评优、职务晋升

贯性、针对性和实效性都还亟需完善。笔者认为，

等环节中，充分体现政治胜任的决定性和影响因子。

可以从三个方面改进和完善培训体系：第一，建立

在育人系统（外层系统）方面，要完善三全育人的

系统的岗前培训体系。岗前培训是帮助辅导员入门

大思政格局，理顺体制机制，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

的第一课。要以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势任务、辅导员

协同育人机制，从事事通过辅导员的无限责任加载，

的职业属性、大学生的思想行为特点和规律等为重

转变为育人资源向辅导员的有效协同支持。在团队

点，激发职业信仰和向往，确立正确的认知，掌握

系统（微系统）方面，打破各自为政的包保制和

基本的原则和方法论。第二，要构建完善的专业化

“工作量均分”的传统配置模式，形成“各有所专”

培训体系。要把辅导员的专业化培训作为重中之重，

的团队配合及“带教传承制”的梯队模式，激发各

改变相对零散的拼盘模式，要强化顶层设计，探索

自发展动能，树立积极和谐的职业情感归属，更好

依托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学科、哲学社会科学学科

地履行职业职责。

基地，建立辅导员大学或辅导员学院，针对辅导员

（二）明晰辅导员职业愿景，强化政治意志
当前，辅导员专业化程度还不成熟，职业化发
展也尚未形成广泛共识，部分辅导员对于能否将辅
导员岗位作为终身的事业追求存有犹疑和观望情绪，
也有部分更只是将辅导员作为跳板和入职高校的过
[9]
渡 。职业愿景的不清晰和不坚定，连是否在辅导
员岗位上继续奋斗都未可知，遑论去啃政治胜任的
硬骨头，这自然会严重打击辅导员的政治意志。要
强化辅导员的政治意志，首先要明晰辅导员的职业
发展路径。要把以政治胜任为核心的“专业化发展”
道路打通，改变目前为数不多的走通专家化发展道
路的现实情况，支持更多人在辅导员队伍中持续发
展，起到示范和引领作用。其次，要明晰辅导员的
职业发展规划。辅导员不仅要帮助学生做好职业规
划，更要做好自己的职业规划。辅导员的学缘结构
各不相同，但从事辅导员工作后都面临着“二次成
[10]
长”的挑战 。辅导员既要往思想政治教育“趋同
化”的基本标准方向发展，同时也要发挥各自专业
背景优势，找到学科交叉融合的新增长点，形成自
己的“差异化”发展方向，避免陷入丢掉专业、又
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找不到突破口的囹圄。再次，
要明晰辅导员的职业退出机制。不难理解，客观上
必然会存在一些无意或无法做到政治胜任的辅导员
进入队伍的现象，要明晰辅导员的退出机制，通过
考核、测评等措施，把不适合、不胜任的辅导员及
时挤压出去，帮助其找到更合适的岗位同时，也能
更加强化辅导员的职业意志，提升政治胜任力。

的工作实际和专业发展，开发学分制、进阶式、体
[11]

系化的辅导员培训系统 。也可集中全国或地方优
势师资，依托网络平台，以慕课形式等打破地域壁
垒，开展定制式、必修与选修相结合的培训。第三，
要丰富辅导员专题培训体系。专题培训要体现及时
性和权威性，及时就新问题、新形势、新热点等，
集中最权威的各界专家，形成每周或每月的精品讲
堂，形成政治理论学习的共同体和职业习惯，帮助
辅导员以“及时雨”般的“集体备课”进行理论消
化和积累，及时回应和满足学生解疑释惑的诉求，
提高辅导员的政治胜任力。
（四）聚焦辅导员专业发展，提升政治实践能力
辅导员的最大优势就在于贴近学生、围绕学生，
这是天然优势。但辅导员专业化发展，提升政治实
践能力，才是辅导员胜任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优势。
提高政治实践能力是高校辅导员的政治胜任力的直
接体现和有效输出，要以提升辅导员专业化发展水
平、提升专业能力为首要任务。并要聚焦党建工作
专业化，提高政治教育能力。高校党建是我党的组
织优势，也是辅导员的首责主业。高校辅导员党建
工作的专业化，不在于党务工作的流程和材料规范，
而是要体现在教育和培养环节。要开发专业化的精
品党课，做好学生的额入党启蒙和教育；探索专业
化的政治标准考察程序，充分体现党建工作的政治
性和严肃性；要创新专业化的教育培养体系，提高
学生的思想认识和政治觉悟。要聚焦社会主义核心
[12]

（三）完善辅导员培训体系，提高政治理论素养
如今，依托全国及地方两级的辅导员培训与研

价值观教育专业化，提高政治动员能力 。要把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到各教育环节中，
通过协同第一课堂、把握第二课堂、引领第三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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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辅导员的政治号召力和凝聚力，结合学生代际

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27（6）：56 − 58.

特征、专业特点、个人特色，通过主题教育、团体

［3］ 吴晶, 胡浩. 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

辅导、个性指导等，提高辅导员的话语权和领导力。

强调: 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开创我国

要聚焦成长成才发展指导专业化，提高政治活动能

高 等 教 育 事 业 发 展 新 局 面 [N]. 光 明 日 报 , 2016-12-

力。要善于用思想政治教育引领学生成长成才，以

09(001).

政治思想涵养成长成才发展；要善于在学习生活场
域中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做好润物细无声；同时还
要充分学习和应用最新信息技术和大数据思维，创
新形式和载体，主动对接和融入学生场域，适应和
引领新时代大学生。

［4］ 王永贵. 掌握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主导权的现实思考[J].
思想理论教育, 2017（4）：4 − 9.
［5］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 北京: 外文出
版社, 2017.
［6］ 吴巧慧. 高校辅导员理想信念的内容体系及培育路
径[J]. 高校辅导员学刊, 2014，6（5）：93 − 96.

四、结束语
提升高校辅导员政治胜任力有望为辅导员队伍
的职业化和专业化乃至专家化的建设提供一个根本
的逻辑起点和基本的目标指向。应进一步加强理论
研究和实践探索，将其全方位融入选聘、培养、考
核和晋升等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全过程，进一步强化
高校辅导员的政治属性，提升政治胜任，为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和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
新人，提供更加强大的组织力量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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