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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海归教师已成为高校高层次人才队伍的主力军和生力军。在海归教师中发展党员，不仅要
有灵活的工作方法，还要从包容中实现价值引领，实现广泛的价值认同，从而使其团结、凝聚在
党组织中。以上海理工大学为例，对海归教师党员发展的现状、问题特点、影响因素以及有效举
措等进行归纳和分析研究，聚焦高校海归教师价值认同的多元化、利益化、社会化，探索相应的
解决对策和建设路径；强化价值引领，增强党组织的吸引力；注重利益导向，增强党组织的感召
力；建立保障机制，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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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turnees have become the main and fresh force of high-level teaching staff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develop CPC members among returnees, it is necessary not only to have flexible working
methods, but also to realize value guidance and broad value identification , so as to unite and agglomerate
them in the party organization.This paper summarizes recent development of CPC members among the
returnees in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analyzes the status quo,
characteristics,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effective measures. It focuses on diversification, interestmaximization and socialization of value recognition among returne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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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家人才强国战略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不
断推进，高校海外留学归国人员（以下简称海归）
教师的比例逐渐上升。根据人社部统计，十八大以
来，已有累计 283 万留学人员学成归国，占改革开
放以来回国总人数的 2/3，形成了我国历史上最大
规模的留学人员归国潮。根据人民智库调查的《中
国海归群体思想观念调查报告》显示，近 1/3 的海
归群体在国内高校和科研机构就职。近年来，高校
“双一流”建设，各项人才计划实施，带动了海外
高层次人才的回归，他们已逐渐成为高校高水平创
新团队的生力军和主力军。高层次海归人才不仅掌
握世界先进技术，具有国际视野，而且已成为高校
推进国际化进程的一支重要力量。同时，长期的海
外学习生活工作经历，对他们的价值观念产生一定
影响。作为肩负着教书育人职责的高校教师，不仅
要传道授业解惑、科学研究攻坚，而且在理想信念、
道德情操、丰富学识、仁爱情怀等各方面要引导学
生成长成才。这是高校海归教师面临的新挑战，也
是新时代高校做好海归人才工作的机遇和挑战，更
是新时代高校基层党建工作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如
何做好高层次海归教师的发展党员工作，尽可能地
发挥其政治上的积极作用，应是高校各级党组织肩
负的使命和职责。
以上海理工大学为例，截至目前，留学归国教
职工共有 524 人，党员人数 308 人，占比 58.8%。
但近 3 年，海归教师发展党员仅 3 名，从就职岗位
来看，均为教辅或管理岗教工。海归教职工中党员
的比例绝大部分是入职前带进，同时，海归教职工
的入党意愿与所处的工作岗位有密切关联。对海归
教师党员发展工作的现状、问题特点、影响因素以
及有效举措等进行归纳和分析研究，深入了解其归
国后的价值认同及其思想情况，分析其困境和影响
因素，探索高校海归教师发展党员工作行之有效的
解决路径。以此增强各级党组织在高层次海归教师
中的政治领导力和思想引领力，引导他们增强政治
认同、思想认同、价值认同、情感认同，尤其是引
导海归教师把爱国主义精神转化为对党的归属感和
认同感，为进一步做好高校海归教师的发展党员工
作探求有效举措和建设路径。

一、高校海归教师中发展党员工作的
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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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采用了文献查阅、问卷调研、数据分析和个别
访谈等形式进行了前期调查。以文献查阅到的信息
作为数据统计分析所得出问题的学理性解释依据，
综合分析高校海归教师发展党员工作的现状。同时
结合上海理工大学海归教师发展党员工作的实际情
况，以及发放的匿名调查问卷，验证前期研究的共
性问题，并能客观地反映一些现状。
（一）现状特点
“一低、二少、三难”是高校海归教师发展党
员工作的最鲜明特点。“一低”是指高校海归教师
中党员的比例较低，上海理工大学在职教职工的党
员比例为 65.6%，而海归教师的党员比例为 58.8%，
且海归教师党员占全校教职工党员比例仅为 5.8%。
“二少”是指申请入党人数少、发展党员人数少。
近 3 年，通过一对一培养联系人工作机制，上海理
工大学海归教师发展党员仅 3 名，且有意愿递交入
党申请书的海归教师极少。“三难”是指对海归教
师启发引导难、发展工作难、党支部开展工作推进难。
（二）原因分析
根据现有的研究，分析呈现以上特点的原因主
要集中在三方面：社会环境因素、组织建设因素、
个体自身因素。社会环境因素集中表现为民主党派
重视发展党员，且程序简单，加入门槛较低；中共
党员无政治优势和待遇，相反荣誉面前要谦让，困
难面前要顶得上；极少数党员领导干部腐化堕落的
事例，对党的形象和威信造成损害。组织建设因素
表现为基层党组织重视不够；培养教育不到位或者
效果不佳，针对性的工作举措和方式方法欠缺；缺
乏有效的组织引领和政治关怀；基层党组织活动缺
乏吸引力，工作方式方法简单、单一；没有必要的
经费保障等。个体自身因素表现为政治信念淡薄；
思想多元化；重业务，轻政治；对自我要求较高等。
（三）对策研究
根据分析的原因，寻求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
对策研究主要集中于五个方面：思想建设加强重视
度；组织建设完善培养教育；作风建设塑造典型人
物引领；创新服务载体，灵活工作方式，丰富工作
内容；建立有效机制，加强制度保障和经费保障等。
从上述举措可以看出，主要在于强化外界的工作方
式方法和保障机制的完善，而忽视了作为主体本身

为了解高校海归教师中发展党员工作的现状，

高校海归教师的价值认同和政治追求，笔者认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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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解决海归教师党员发展工作问题的核心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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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感和国家荣誉感，特别是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
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取得的举世瞩目的伟大

二、高校海归教师对发展党员工作的
价值认同

成就深感自豪，对祖国更加繁荣昌盛也充满信心。
出国的初衷，主要也是接受先进教育方式，学习国
外先进知识和技能。同时，高校海归教师长期学习

笔者认为高校海归教师党员发展的核心要义是
海归教师的价值认同和政治追求。只有将价值观融
入个体发展生活等各方面，转化为个体的情感认同
和行为习惯，才能真正实现思想上的入党。只有从

工作生活在海外，对国情的了解不够，容易受到西
方主流思想影响，过多地强调个人价值，个人需求
和个人利益，海外媒体的一些不实报道更是误导误
判国内问题的认知。
调研整理显示，73.53% 的海归教师赞同 “视

更深层面去了解海归教师的价值认同和政治追求，

角客观，理性评价中国发展”， 72.17% 的海归教

才能真正做好这一群体中发展党员的工作。

师认同海外舆论对于中国议题的讨论“视角多元，

（一）价值认同的本质内涵

丰富了我对中国问题多角度的认识”，66.52% 的

价值认同植根于“认同”理论，“认同”概念

未意识到的角度”。从调研可知，海归教师更趋向

最早是由威廉·詹姆斯和佛洛伊德提出，主要是指

认同海外媒体和舆论对国内问题的认知，这一方面

“个体潜意识地向别人模仿，并将模仿的价值内化

强化了海归教师的价值认知的多元化，另一方面也

[1]

海归教师认同海外舆论“视角独特，发现了在国内

为自己的行为模式的过程” 。心理学家埃里克森

丰富了海归教师的价值评价，能更加客观、理性地

认为，“一个成熟的心理认同的渐进发展是以人所

分析国内问题，并为解决问题出谋划策。但同时，

[2]

属的团体为条件的” ，团体的传统价值对个人的

海归教师长期远离国内政治生活，并受海外媒体和

成长意义重大。从社会学领域来看，汉斯摩尔认为，

舆论的影响，对国内问题的认知不够全面、客观；

认同是一个基本的以及普遍拥有的信仰、模范及价

同时，多元化的价值认知决定了他们具有很强的民

值之综合。我国学者沙莲香认为，价值认同是“人

主观念，对问题的看法和态度较为开放，政治认知

们对社会的传统观念和道德习俗等的基本原则有趋

较为多元化。

[3]

于一致的倾向” ，并指出价值认同具有“自主性、
可塑性、过程性、共存性”等特性。
从价值认同的特性来看，价值认同不仅是价值

2. 高校海归教师价值行为的利益化
价值认同的外在表现是价值行为，价值行为的

主体的一种观念的建构与逻辑表达，更是价值主体

根本是利益认同，表现为利益获得、共享、博弈。

的行为实践。同时，“价值认同永远都只具有一种

追求利益是人类生存的本能，也是价值观念产生的

[4]

过程的特性” ，是渐进发展的，在此过程中，还

原动力。高校海归教师在多元价值认知下，更加讲

需要制度和法律的介入。这为探索高校海归教师中

求实际，注重个人需要，他们对物质和文化生活的

发展党员的价值认同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支撑。

需求越来越高，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日渐强盛。调查

（二）高校海归教师价值认同的特点
探讨价值认同本质内涵，着眼当前高校海归教
师的价值认同，笔者认为呈现以下特点。
1. 高校海归教师价值认知的多元化
价值认知的多元化是指不同的个体在某个领域

显示，在对“目前您的最大的成功期望是什么？”
的回答中，职称晋升、高经济收入、较满意的住房
分别占 41%，32%，19%。这表明更好的个人发展
空间、经济收入以及生活的舒适性已成为影响海归
教师价值认同的关键因素。高校海归教师事业上的
高进取性，科研上的高创造性和需求上的高稀缺性，
这些容易导致在价值行为中表现出重业务轻政治，

的多个价值目标和价值观念的并存。高校海归教师

对自己的研究领域和专业能力有较强的进取性，在

价值认知的多元化既是社会转型的必然结果，也是

工作中倾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与此相对的，随着

个体自身的成长经历导致的。根据前期调研和个别

党的领导方式的转变，高校基层党组织所掌握的社

访谈显示，高校海归教师总体上价值认知健康稳定，

会资源明显减少 。在安排海归教师配偶工作、子

思想状况积极向上。高校海归教师有强烈的民族自

女入学、住房安置等方面存在困难，在利益认同没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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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能够满足海归教师需求的时候，体现在价值认同

方式、方法的创新，以潜移默化的形式，由被动的

方面参与政治生活的热情不高。

政治知识灌输向形式活泼、喜闻乐见的价值观渗透，

3. 高校海归教师价值认同的社会化
价值认同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践行就是将对

价值引领侧重于内化生成。海归教师的价值认同主
要是体现在他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知、信、
行上。创建不同的活动平台和载体，邀请海归教师

党组织的价值认同、理念观点指导社会实践和生活

参加社会焦点热点问题研讨、国家大政方针学习等，

实践，将价值认同外化为价值实践，落实到个人工

了解党和国家政策，加深对党情、国情认识；组织

作、生活中去。高校海归教师思维活跃、独立性强，

海归教师到红色教育基地、传统文化重镇等，加深

有较为深刻的社会洞察力，参与社会服务的范围较

对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认识，强化同根

广、程度较深。调查显示：在科研成果产业化领域，

同源的价值认同；策划看城市变化等活动，让海归

46.70% 的 海 归 教 师 表 示 ，“ 知 识 产 权 保 护 ” 和

教师进一步了解世情，对祖国改革开放后所取得的

“创新创业环境”的发展“超出预期”；在社会生

成就充满自豪感，也进一步坚定对社会主义改革发

活 领 域 ， 认 同 “ 就 业 环 境 ”“ 超 出 预 期 ” 的 有

展和建设的自信心，提升海归教师认同 “中国道路”

46.10%， 认 为 “ 食 药 安 全 ”“ 超 出 预 期 ” 的 有

和“中国方案”。

45.50%；在生活环境领域，认为“文化产品”和

此外，要进一步注重在工作中生活中潜移默化

“清洁能源”“超出预期”的有 46.80%。国内社

的引导和影响，特别要抓住合理时机，比如新进教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创的新局面，使得海归教师深

工开展入职培训，教师教学职业技能培训等时机，

刻感受到国内环境的持续向好，这为海归教师干事

通过个别谈心谈话、入职指导、教学科研合作等形

创业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海归教师对国家发展

式了解海归教师的思想动态，用个性化、易于接受

充满信心，对高校的改革发展充满希望。但同时，

的传播媒介，比如微信、instagram、YouTube 等新

部分海归教师受价值认同的社会化影响，一方面关

媒体平台，掌握价值引领主导权。同时，通过身边

心国家大事，关注社会热点和焦点，另一方面又不

人的感召，以价值认同具体化、形象化的方式，影

想更多地承担政治、社会责任，更注重自我价值的

响海归教师的价值认同。挖掘身边学科带头人和学

实现，具体表现为更倾向于以科学研究为主，重业

术骨干中优秀党员的典型事迹，通过榜样的力量激

务，政治诉求不高，入党诉求不明显。

发海归教师的政治热情。尤其是身边优秀共产党员
的示范带头，会让海归教师切实感受到党员的先锋

三、增强高校海归教师发展党员价值
认同的路径分析
增强高校海归教师的价值认同，关键还是要激

模范作用，感受到党组织的可信可赖，从而增强党
组织对海归教师的吸引力。
（二）注重利益导向，增强党组织的感召力
马克思认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

发心理内驱力，内驱力是在需求的基础上产生一种

他们的利益有关。”

内部唤醒状态或紧张状态，是一种内部刺激推动机

教师的利益认同，利益需求和利益认同是激发高校

体活动，以达到满足需要的内部动力。这就要唤醒

海归教师价值认同的内驱力，是党组织获得海归教

海归教师的政治认知，强化价值引领，增强党组织

师价值认同的保障。通过调研分析可知，职称、薪

的吸引力；要满足需要，注重求真务实，增强党组

资待遇、科研经费以及实验室配备等与价值认同之

织的感召力；要激发内部动力，设立共同愿景，增

间存在正向因果关系，尽管价值认同是内化生成的，

强党组织的凝聚力。

但利益是个人价值认同的主要影响因素。利益需求

（一）强化价值引领，增强党组织的吸引力

[7]

高校党组织要客观看待海归

的满足程度直接影响个人的政治参与意愿、政治行
为等，从而影响价值认同。

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指出：“工人本来也

目前，总体上高校海归教师的薪资待遇和上海

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

的高房价、高消费的现实以及海归教师自身的高期

[6]

面灌输进去。” 强化价值引领，要广开教育活动，

望之间有明显落差，这使得海归教师的利益获得感

掌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注重教育理念、内容、

不强，甚至出现心理失衡和不满情绪。因此，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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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在凝聚人心，吸收成员的过程中，要客观地看待

师的党员发展工作中，既要把握原则，保证党员发

海归教师的利益需求，注重以利益为导向，提高海

展质量，把好入门关，也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处

归教师的个人发展空间和薪资待遇，考虑其子女入

理，对非原则性问题进行变通或简化。比如集中的

学、保障住房等，改善其生活质量和生存状态，增

党校学习，可只规定学习内容并进行考核，对学习

强其利益获得感。同时，注重海归教师的文化精神

形式适当放宽。当然，简化程序并不是降低党员标

需求，通过教师联谊会、欧美同学会、论坛、沙龙

准，只是在把握原则的同时，更易操作，使原则性

等活动，增进海归教师的融入度，让党组织成为思

和灵活性相统一。

想交流的渠道和桥梁，增强对党组织的归属感，在
求真务实适度满足利益需求下，增强党组织的感

四、结束语

召力。
（三）建立保障机制，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
如果价值引导是价值认同的内化过程，那么要

加入党组织，对海归教师个体而言，是对党组
织价值认同的实践体现，对党和国家而言，是进一
步优化党员队伍结构的需要，是落实人才队伍建设

将价值认同外化，还必须加强制度规范、政策保障。

的需要，也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现实需要。这项

首先，要优化党支部设置模式，选优配强党支部带

工作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创新不断完善，既要有

头人。学院党委要结合学科发展和党建工作需要，

灵活的工作方法，也要从包容中实现价值引领，从

优化设置党支部，将支部建在学科、重大项目组、

而实现广泛的价值认同。

科研团队上，同时推进教师党支部书记“双带头人”
建设，遴选党性觉悟高，业务能力强，具有人格魅
力又乐于奉献的教师党员教师担任党支部书记，增
强影响带动力。其次，要建立培养联系人制度。学
院党委应为每一位海归教师精心挑选经验丰富且与
他们接触机会较多的党员干部作为培养联系人，尤
其要发挥学院党委内德高望重的老教授、老党员的
力量，以他们的榜样力量凝聚海归教师。对已经有
入党倾向的人要主动培养；对还没有提出入党申请，
但思想素质好，工作表现突出，要主动发挥培养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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