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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观指导下高校贫困生的思想政治教育
凃麟俊
(武汉大学 艺术学系，湖北 武汉 430072)
摘 要：国家“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进一步规划和部署了高校教育发展任务，提出对培养各行业职业人才不断加
大投入力度，对各高校的建设和发展不断加强扶持力度，进一步明确了职业人才的培养途径和岗位定位，这为高
校加强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造了良好的物质条件和政策基础。本文主要探讨科学发展视阈下高校贫困大学
生的思想政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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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观”作为我党的行动指南，已经写入党

积极的一面，如有利于贫困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有利

章，这也是指导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尤其在

于激发贫困生的创新意识，更好的实现自我价值。大学

市场经济不断深入发展的今天，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贫困生出现自卑心理是不可避免的，导致其出现自卑心

的过程与高校自身发展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简单的说，

理的原因也是多样的，既是贫困生由于经济原因出现的

高校是由众多的学生和教师组成的、通过各种关系相互

特有的矛盾心理作用的结果，同时与其不当的思想政治

[1]

联系的联盟 。国家“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进一步规划

教育方式分不开，还与高校的大环境、思想政治工作者

和部署了高校教育发展任务，提出对培养各行业职业人

教育的风格、处理问题的方式、教师的个人素质等密切

才不断加大投入力度，对各高校的建设和发展不断加强

相关。

扶持力度，进一步明确了职业人才的培养途径和岗位定

（三）高校贫困生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位，这为高校加强贫困生思想政治教育，创造了良好的

当前，高校贫困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建设存在

物质条件和政策基础。以下将主要探讨科学发展视阈下

的问题是：①专业教师队伍与德育教师资源未整合，德

高校贫困生思想政治教育。

育智育“两张皮”现象仍存在；②思想政治课教师和哲
学社会科学课教师整体力量相对薄弱，哲学社会科学课

一、高校贫困生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

教师没有充分发挥育人优势；③专职贫困生思想政治工

（一）部分高校对贫困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工作重视

作队伍现状严重不足；④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的整体力量

不够

还未形成；⑤内部资源整合不够。由离退休人员担任辅

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贫困生思想政治教育，把贫

导员、班主任，但年龄的悬殊产生代沟；有的学校让专

困生思想政治素质提到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高度

业教师兼任，但他们却忙于教学和科研工作，精力有限。

来认识。但有部分高校存在重视对贫困生加强资助，而

凡此种种情况，导致各高校普遍存在贫困生思想政治工

轻视对贫困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现象。而当前高校贫

作队伍中兼职人员多、岗位变动频繁等问题，严重地影

困生最缺乏的就是思想政治教育，这就要求各高校必须

响了高校贫困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健康发展。

[2]

始终把贫困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摆在各项工作的首位 。

（二）贫困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载体创新问题
中华民族要实现民族振兴，真正走上可持续发展的
道路，思想政治教育就必需为社会培养大批的有创造力

二、科学发展观视阈下高校贫困生思想政治教育
的途径
（一）注重高校贫困生的思想教育政治引导

的人才，成为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任务。人要

现阶段的国家经济建设，正是需要一大批具有专业

在其中能有发挥个人的特质，实现自己的价值，必然需

技能型人才，为建设更具有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

要得到大众的认可，合理处理好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

供强大的保证，同时为社会各方面的科学合理发展提供

因为通过矫正、教育高校贫困生的自卑心理，还有自身

更多的推力。在新的大好的形势下，各高校应当抓住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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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机遇，找出人才培养的关键因素，以及其必要措施，

的目标与实践活动的需要，及时按照目标的理解，以反

明确合格职业人才应该具备的各个方面技能和重要能

映客体的行为和举止。兴趣可以对大学生的认知活动具

力，全面正确的、科学合理的改革教学管理体系，为人

有直接导向作用。高校教育工作者应该引导学生把真正

才培养重新制定规划和构建环境。

的、良好的美作为行动指针，使学生具有良好道德行为

因为现实生活中的不公平现象无非由两个方面构

的积极体验，激发其追求的高贵之美的激情，并朝着其

成：一方面是客观因素导致的不平等，如个体之间存在

正确的行为方向前进。情感教育对学生人际关系的形成

工作能力差异、经济条件差异等；另一方面是人为因素

也起到积极的作用。愉快的情绪和情感的和谐，会促进

导致的不平等，如制度安排的不合理导致发展不平衡、

人与人之间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和谐的人际关系，责

收入存在两极分化等。因为客观因素造成的不平等是不

任感和热情会使在校大学生具有强烈的合作精神和自觉

可能完全消除的，而对于人为因素造成的不平等则是可

维护集体利益，这也将促使现有关系的进一步发展。科

以通过制度调整来消除的。高校贫困生的身心发展还不

学教育一方面帮助学生了解未知的物质世界，另一方面

完全，他们很容易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影响，从而导致对

也会注重学生的心灵体会和艺术审美，使得文化和科学

高校贫困生学习和生活都产生自卑和逆反心理，如果这

知识触及学生的心灵感受；而艺术教育则是通过多元的

种人为因素导致的不公被长期维持，就很容易引起学生

表达方法，促进科学、人文和艺术的和谐发展。作为具

的不满和反感。所以，公平对待任何一个学生的原则，

有整体思想的教育家，斯坦纳建立了融合科学、艺术和

是衡量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安排是否具有合理性的重要尺

信仰为一体的华德福教育，希望人类在这种和谐中全面

[3]

度 。

平衡的发展。贫困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是“传道，授业，

（二）加强资助培训与贫困生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

解惑”的认知过程，以及陶冶学生情操，打开贫困生情

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历来是高校教育体系中的一

感的心灵过程。情感与理性是贫困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两

个重点，高校在开展资助项目培训时，一定要充分利用

个基本要素，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感情是一种手段，

好这个平台。将大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落到实处，并促

以理服人是目标。在这个过程中，有时会引起学生的情

进其发展创新，资助培训与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

感共鸣，更有效地激发学生的理性思维。贫困生思想政

教育相结合，以强化理想信念为核心。贫困生的自卑和

治教育充满人情味，充满亲切感和温暖感，产生亲和力。

自卑心理特征随着学习阶段的变化有了明显的变化，且

只有这样，高校贫困生思想政治教育才会起到很好的教

高校新生的贫困生自卑心理特征存在性别、城乡和民族

育效果，否则会显得苍白无力 。首先，应该认识到自卑

的显著性差异，因而心理素质教育要考虑性别、城乡、

心理是正常的现象，自卑心理具有两面性，对其要坚持

民族自身特点等因素。贫困生的自卑心理特征的各个维

一分为二的观点，辨证的看待。不仅要采取一定的策略

度中精神质和神经质维度与心理健康状况呈负相关，而

遏制自卑心理对贫困生造成的消极影响，而且要充分重

内外向维度和掩饰性方面与心理健康状况呈正相关。贫

视自卑心理的积极作用，对贫困生进行引导，从而激发

困生自卑心理特征与心理健康的相关性说明，贫困生的

贫困生的创新意识、提高贫困生的创新能力。其次，要

自卑心理对心理健康状况可能有一定的预测作用。此外，

为贫困生健康成长提供一个和谐的家庭环境和健康向上

影响贫困生自卑心理的因素有专业满意度、失恋经历、

的学校环境。当然，社会也要净化社会风气，为贫困生

学习压力、家庭经济状况、是否希望校内开展咨询、性

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从而使家庭、学校、社会形

别、恋爱状况、入学前来自的地区和父亲文化程度等，

成一种合力，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而且随年级的增长专业满意度、性别和家庭经济状况仍

（四）加强网络媒介的开发与利用

[5]

然是影响贫困生自卑心理的主要因素，这些因素也将是

近年来，高校已经更多地加强了对外交流的力度，

高校的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值得关注的因素。我们

高校已经从校际、省际之间的交流发展到了与国外高校

的研究工作不但为以后的续贯观察、干预模式的探讨和

间的国际交流。通过交流，及时发现和总结出了职业人

干预工作的实施等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并为高校的教

才发展的经验和问题，并加以探讨和更正，让全社会关

[4]

育工作提供了依据 。

注和转变对职业教育的认识，同时也为各高校带去科学

（三）坚持情感教育和理性教育相结合的方法

合理的培养思路。结合我们自己的现实情况和社会需求，

通过情感教育，可以将高校贫困生思想政治教育的

两大方面的教育缺一不可，并且品格教育是必要的、重

积极性调节到很高的程度，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认识贫

要的 。根据学生的特点和需要开设栏目，增加网站的互

困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和驱动效应。从心理学角度

动性。让学生通过网站能够便利地获得所需资源和信息，

进行分析，情感教育可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愉悦的情

例如：可以注册网上“微博账号”。通过网络积极反馈

绪。兴趣、情感、意志等非理性因素，将推动主体设立

学生反映的问题，及时有效地解决学生遇到的问题，真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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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只有当我们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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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Poor University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Concept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TU Lin-Jun
(Department of Art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2, China)
Abstract: The national 12th five-year plan further planning and deployment of the education development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puts
forward to constantly increase investment industry vocational talent cultivation, construction which continuously strengthen the support to
the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ies, which further defined the idea of cultivating professional talents and post positioning for the college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reates good material conditions and policy basis.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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