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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高校辅导员是学生工作的一线管理者和直接负责人。这一队伍的专业化、职业化已经成为现代教

育发展的内在需求和必然趋势。通过对南京财经大学的 84 名辅导员进行调研，分析辅导员队伍专业化、职
业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结合具体情况提出相关的解决策略，为高校工作的开展提供建设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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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 中发［2004］16 文)

中明确指出:“高校辅导员是高等学校教师队伍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开展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日

常管理工作的骨干力量，是大学生健康成长的指

导者和引路人。”高素质的辅导员队伍是高校保

障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因素。由此，高校辅导员

职业化、专业化发展被提上议事日程。《教育部

关于加强高等学校辅导员班主任队伍建设的意

见》( 教社政［2005］2 号文) 提出: “要统筹规划

专职辅导员的发展。鼓励和支持一批骨干攻读

相关学位和业务进修，长期从事辅导员工作，向

职业化、专家化方向发展”［1］。然而，时至今日，

高校中仍普遍存在辅导员队伍人心不稳的现象，

严重影响学校学生工作的质量。要想从本质上

解决这一问题，需要重视辅导员队伍存在的问

题，如职业认同感低、归属感低、工作繁杂、专业

素养不高等，归根结底，是职业化、专业化程度低

造成的。本文是基于南京财经大学全体辅导员

的“高校辅导员专业化、职业化发展现状”调查

报告，希望高校及社会各界重视辅导员队伍的建

设，从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

接班人的战略高度，积极推进高校辅导员队伍的

专业化职业化发展。
二、辅导员专业化职业化的内涵及关联

( 一) 辅导员专业化职业化的内涵

专业化即某种职业从普通职业发展成为专

门职业的建设过程。辅导员专业化是指通过岗

前专业理论学习、实践能力培养和在岗的继续学

习和培训，树立专业意识，不断提升专业技能，用

更加专业的能力和方法协助大学生解决问题，促

进其更好、更健康地发展。
职业化是指一种工作的标准化、制度化和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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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化，高校辅导员的“职业化”即有明确的职业

定位、清晰的岗位职责、完善的机制，从业人员把

此作为长期工作甚至作为自己的终生职业［2］。
教育部《高等学校辅导员职业能力标准( 暂行) 》
( 教思政［2014］2 号文) 对辅导员选拔和培训机

制、岗位职责、绩效考核机制、辅导员自身职业生

涯发展的渠道机制、晋升机制、激励机制作了相

应规定。
( 二) 辅导员专业化、职业化之间的正螺旋

效应

辅导员专业化、职业化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

程，两者相互影响，互相促进，呈正螺旋效应。
一方面，成为一份稳定的职业，是实现专业

化的前提; 只有先实现高校辅导员的职业化，使

其从心理认同自己的工作，感受到工作的价值和

意义，才会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管理学生

的能力，才能在工作中不断实践和反思，提升自

我价值感，热爱自己的职业，并通过专业培训和

反复实践，向着专业化方向发展。
另一方面，专业化是职业化成长的动力，专

业和学科的支撑是职业化的一个重要条件，辅导

员专业化的目标在于辅导员职业的专业品质和

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3］。
总之，职业化是基于岗位的外在要求及相关

保障，是实现专业化的前提和可持续发展的保

障; 专业化侧重强调从业人员的知识、技能等，是

职业化的内在要求和现实目标，需要加强培训，

专业化可以进一步巩固职业化的发展，而职业化

的进一步发展又为专业化的提升奠定更加坚实

的基础。依此类推，专业化的提升为职业化成长

提供更多的动力。职业化与专业化之间呈现正

螺旋上升现象。
三、高校辅导员专业化、职业化发展现状

( 一) 调查对象

对南京财经大学的 84 名辅导员展开调查，

均无明显的身体疾病和精神病史。最终有效的

问卷为 81 份，3 份无效问卷( 未填写完整) ，有效

率为 96． 4%。81 份有效问卷中，67 名女辅导员，

14 名男辅导员。
( 二) 调查工具

引用福建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辅导员专

题”研究课题组所编的《福建省高校辅导员队伍

职业职业化、专业化建设研究》问卷［4］，并结合

南京财经大学的实际情况进行修订，最终确定为

6 个基本信息题、20 个单项选择题、14 个多项选

择题和一项开放式问答题。
( 三) 统计学处理

用 SPSS19． 0 对数据进行处理，包括相关分

析、描述统计和频率分析［5］。
( 四) 结果

1． 关于基本信息的调查结果

通过频率统计分析，得到女辅导员所占的比

率为 82． 7%，男辅导员占 17． 3%，男女所占比率

存在显著性差异。这与巩慧玲、柏晴［6］的调查一

致。女性辅导员的细心与耐心等心理特质顺应

了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及管理工作的柔性化、
精细化发展趋势; 女性的亲和力、敏锐的洞察力

以及丰富的情感体验都是从事学生管理工作的

优势( 尹秀娟，2013) ［7］。

表 1 辅导员的年龄、职称、工作时间和专业分布频率

年龄 职称 工作时间 大学专业

划分及频率

30 岁以下( 16% ) 初级( 32． 1% ) 1 年以下( 4． 9% ) 思想政治( 8． 6% )

30—40 岁( 71． 7% ) 中级( 65． 4% ) 2—3 年( 12． 3% ) 其它文科( 69． 1% )

40—50 岁( 7． 4% ) 副高级( 2． 5% ) * 4—6 年( 23． 5% ) 理工科( 18． 5% )

50 岁以上( 4． 9% ) 正高级( 0% ) 7—9 年( 24． 7% ) 艺术类( 3． 7% )

10 年以上( 34． 6% )

* 注: 非教育系列，学校也没有聘认。

由表 1 可知，辅导员处于 30—40 岁年龄之

间的占 71． 7%，比率相对大; 中级职称为67． 9%，

初级次之，为 32． 1%，副高级只有 2． 5%，( 据进

一步了解，这两位职称是非教育系列，学校也没

有聘用) ，正高级职称均为零，这说明辅导员的职

称全部处于初、中级，职级较低; 从事辅导员的工

作时间达 10 年以上的占 34． 6%，7—9 年的为

24． 7%，4 年以上的占 82． 8%，说明该校辅导员

的职业忠诚度在一定程度上是相对乐观的，这与

李建平所提到的辅导员缺乏工作责任感，对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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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忠诚度低不一致［8］。而辅导员大学所修专业

中文科( 除思想政治) 所占的比例是 69． 1%，其

次是理工科。
通过相关分析得到: 从事辅导员的工作时间

与职称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0． 47，在 0． 01 水平上

呈显著相关。这说明职称评定与长期坚持辅导

员工作密不可分，一定程度上说明与职业化程度

有关。
2． 关于专业化职业化的认识

85． 2%的辅导员认为高校需要建立稳定的

专业化队伍，具有思想政治方面的专业知识和技

能; 被调查者中，64． 2% 表示辅导员队伍职业化

专业化是大势所趋，21% 感觉实现过程艰难，还

有 14． 8%则认为只是形式，无法实现; 一半以上

的人觉得辅导员专业化职业化在该校进展缓慢，

缺乏措施; 虽然 70． 4% 的人认为有必要建设辅

导员专业团队，但只有 7． 4% 的人赞同目前该校

辅导员职业是一种专业化职业，很愿意长期从事

辅导员工作的比率只有 9． 9%，大部分人希望分

流到行政职位、专业教师等。
这说明大部分辅导员对职业化专业化的概

念有相对清晰的认识，但认为实现过程比较困

难，目前对辅导员职业持相对消极的态度，只是

作为过渡的桥梁，另有打算。
3． 关于辅导员工作职责和角色定位的调查

67． 9%的辅导员觉得主要角色应该是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者，而实际上 74． 1% 的人忙碌于

学生的日常管理工作，花费在学生思想政治工作

方面的时间比较少。其中 87． 7% 的辅导员认为

工作职责不明确，实际从事的工作繁杂，超出了

辅导员的职责范围。对于优秀的辅导员，意见相

对一致，包括能力、责任心、工作热情、关爱学生、
为人正直和办事公平等。

辅导员对于工作职责的认识相对明确，但实

际工作非常繁杂，使他们的工作一定程度上偏离

了岗位的核心职责，即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和人

生引领。
4． 关于职业化专业化进程的调查

调查表明，该校辅导员负责的学生人数在

200—300 范围内的占 56． 8%，300 人以上的占

24． 7%，100—200 人的占 18． 5%，没有 100 人以

下; 而 77． 8% 的辅导员认为应该按 1 ∶ 100—200
人来安排。年薪在 5—6 万的辅导员所占比例是

74． 1%，而 85． 2%的辅导员认为工资待遇相对自

己所承担的工作量来说偏低。关于辅导员职称

的评定，感觉非常有必要设定专门的评定标准的

比例是 71． 6%，53． 1%的人认为应该设置独立的

评定系统。关于职称评定的标准，赞同注重工作

实绩的占 91． 4%，科学研究能力占 32． 1%，研究

成果占 25． 9%。关于工作考核，大部分认为应

该综合考虑，进行量化考核，由领导、同事和学生

共同参与。
其中有 81． 5% 的辅导员负责 200 人以上的

学生，这与教育部规定的按 1: 200 要求配备专职

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人员不相符，辅导员的任务过

于繁重; 这种超员现象比较普遍，河南省高校辅

导员 与 学 生 之 比 为 1 ∶ 300—400 ( 李 建 平，

2007) ［8］。而辅导员工资待遇不高，有一种相对

不公平的感觉( 与实际工作量相比) ，这也在一

定程度上导致辅导员满意度低，队伍不稳定。
大部分辅导员认为应该设置专门独立的职

称评定系统，应该重视工作实绩，进行 360 度的

全方位考核，以确保公平公正。
5． 其他调查结果

半数辅导员认为不应该设置年龄限制，准入

条件应该涉及能力素质、学历、学生干部工作经

验、专业及党员等; 85% 左右的人认为应该通过

系统化的笔试、面试和心理测试来选拔符合要求

的人员。能够激励辅导员长期从事这一职业的

最关键因素依次是: 发展机会与空间( 51． 9% ) 、
工作环境 ( 23． 5% ) 、工资待遇 ( 15． 6% ) 、其它

( 9% ) 。辅导员的工作压力源主要包括岗位本

身、领导、学生、发展前途。
四、辅导员专业化、职业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辅导员队伍专业化、职业化是高校学生工作

得以顺利进行的保障，但过程充满曲折。目前大

部分高校都处于探索阶段，缺乏建设性的策略，成

效不高。调查结果表明，大部分辅导员认为我校

处于刚刚起步阶段，进展相对缓慢，而且存在种种

问题。
( 一) 工作职责不明确，事务性工作过于繁重

1． 职责不明晰

学生数量的增加与辅导员缺乏的现状，导致

辅导员人均工作面越来越宽，工作量越来越大。
辅导员大多扮演多重角色，除课堂教学之外，其它

与学生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工作，基本都划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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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导员的工作领域，如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党团组

织建设、日常学习生活、助学贷款及奖助学金评

定、学生上课出勤率、宿舍卫生及违章违纪管理、
组织各种会议和文体活动等。工作范围十分宽

泛，责权不明。
2． 学生思想政教育工作被弱化

被繁重的事务性工作包围，大量时间和精力

忙于具体的事务，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工作进行

得有些表面化，缺乏深层次的细致思考和开展，人

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等主流意识教育引领的缺

失，导致学生行为和心理问题呈现上升趋势。
( 二) 管理机制相对滞后

1． 培训机制不健全

辅导员有比较系统的准入机制，本科院校的

报名门槛一般为 211 学校硕士研究生，严格的笔

试、面试及心理测试等环节，保障了辅导员队伍的

整体素质。
但培训机制还不够健全。辅导员培训的涉及

面偏小、培训的专业化、系统化程度较低。如心理

健康方面的培训较多，而思想政治教育及学生日

常管理实务方面的培训则较少。没有成立辅导员

协会，缺乏交流学习的平台，也没有定期的培训，

导致辅导员工作处于“埋头自己干”的困境，对于

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和管理工作中的问题，不能高

效率地解决。
2． 绩效考核与激励机制

调查发现，辅导员的职称大多处于初、中级，

普遍认为绩效考核、职称评定缺乏专门的标准; 而

关于工资待遇心理上存在“相对不公平感”( 与实

际工作量相比) 。工作不被学校和社会重视，工作

实绩的考核不够公平公正，末位淘汰制、雇员制的

身份导致心理上缺乏安全感，考核机制重惩罚少

激励，造成部分辅导员工作态度消极和职业倦怠。
3． 职业生涯规划机制

在职业发展规划上，由于没有单列标准，导致

辅导员的职称评定困难，这些因素都会使辅导员

缺乏职业安全感，降低对职业的忠诚度，类似的因

素使队伍极不稳定，职业满意度低，大多数人把此

作为过渡工作，准备另谋出路。
( 三) 专业化程度低

一方面: 长期忙碌于繁重的事务性工作，消耗

了辅导员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没有时间提升自己

的专业能力，这与调查中发现辅导员的科研成果

少相一致; 另一方面: 缺乏相应的培训机会和学习

专业知识的机会，导致专业素养相对低，专业理论

研究能力不强，不能很好地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对于从业人员没有明确地专业限制，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了辅导员队伍的专业化程度。教育部

颁布的 24 号令要求，辅导员应该“具有相关的学

科专业背景，接受过系统的上岗培训并取得合格

证书”［1］。这里的相关学科到底是指与辅导员工

作性质相关，还是与工作对象的专业相关? 现在

还没有统一的定论。专业学科的模糊性也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了专业化程度。
五、辅导员专业化、职业化队伍建设的策略

辅导员专业化、职业化队伍建设是一个循序

渐进的过程，需要在长期工作中坚持理论学习与

实践相结合，而专业化、职业化的实现也是一个相

对艰难的过程，需要教育部、学校、社会和从业人

员共同努力。
( 一) 明确岗位职责，鼓励引导专业发展方向

切实按照 1∶ 200 的比例来配备辅导员，充实

辅导员队伍，确保学生的思想工作深入开展。
辅导员的“勤务员、大保姆”形象，应当转变为

按专业分工，各负其责而又相互协作的团队，参照

姬惠惠( 2013 年) 对辅导员角色职能的划分，包括

思想政治教育、学生事务管理和学生辅导咨询服

务三个大方向。其中思想政治教育方向包括形势

政策教育、党团工作、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等;

学生事务管理工作涵盖班风、学风、考风建设和宿

舍文化建设、奖贷补助免、日常行为规范等工作;

学生辅导咨询服务指导则包括学生心理健康教

育、素质文化拓展、职业生涯规划、学习方法指导、
社会化指导等相关工作［9］。

根据角色职能的不同模块，可以鼓励和支持

优秀教师兼任思想政治辅导员、社团活动指导教

师、就业指导教师、心理辅导工作等，要合理计算

他们的工作量，并给予相应的报酬。
( 二) 完善工作机制，实现制度化、规范化

高校应参考教育部的相关政策( 中央 16 号文

件、教育部 24 号文件) ，并结合自身的特点制定标

准化的辅导员岗位说明书，明确选拔标准，如学科

要求、能力要求、人格素养等，切实选拔与岗位要

求吻合程度高的人才。
关于培训，要不断完善培训体制，保证辅导员

定期参加培训。首先要改变原有的“专家灌输

—99—



式”，应调动辅导员的主体性和参与性; 除专题报

告外，还应邀请一线经验丰富、有工作特色的辅导

员详细介绍自己的工作经验和方式、方法等。培

训内容不应局限于专业理论知识，更需要涉及到

辅导员工作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其次，建立辅导

员工作坊，定期开展讨论( 一月一次，主题鲜明，轮

流负责) ，交流工作中的成效与困境。要注意组织

好小组讨论，使培训的内容真正实现效用最大化，

避免泛泛而谈。最后，组织辅导员去周边的兄弟

高校( 如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东南大学) 参

观、学习，通过沟通交流，从而相互学习有效的管

理方式和处理问题的方法。
绩效考核从辅导员所从事的年限、工作成果

和学生的思想政治觉悟以及行为表现入手，开展

领导代表、教师代表、同事代表和学生代表四方参

与机制，做到公开、公平、公正。
有效的激励: 辅导员比较关注的是发展空间、

工作环境、薪资待遇和人文关怀等，要切实结合辅

导员的工作绩效，给予相应的奖励和职称晋升。
合理的职业生涯规划: 有研究证明合理的职

业生涯管理能够有效抑制组织与员工在愿景目标

上的偏差，从而促进个体和组织的和谐发展［10］。
从调查中看出，一部分辅导员只是把辅导员工作

作为“过渡性工作”，学校要协助辅导员确立在专

业发展、岗位和职级方向等方面的目标轨迹，建立

科学的辅导员职业生涯发展体系，改善辅导员队

伍流动性大的现状。
( 三) 提高辅导员的专业化水平

1． 明确辅导员专业化的理论结构

专业化发展必须解决“关于这一专业的知识”
和“为这一专业的知识”，即核心知识和辅助知识，

目前还没有一致的规定，比较模糊。学者们比较

赞同的观点是: 以思想政治教育、高等教育学、社
会学、心理学等学科专业为依托，成立辅导员专业

学科，建立以高校辅导员培养为直接目标的硕士、
博士学历培养体系，并最终形成系统化、结构化、
合法化的“高校辅导员学位课程体系”［11］［12］［13］。
从思想政治教育、学生事务管理和学生辅导咨询

三个大方向划分辅导员专业培养目标，切实提高

从业人员的专业化水平。
关于专业化要求，需要不断加以完善，必须拥

有专门的职业资格证书，有专业理论、专业实践和

专业技能。可以发挥“师傅带徒弟”的优势，由资

深辅导员协助新入职者尽快熟悉相关领域的

工作。
2．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提升专业化水平

一方面，辅导员要学会反思。用专业理论知

识来检验自己的日常工作、行为，反思自己在从事

学生工作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以及需要改进的方

向，通过反思日志、具体的案例分享和相关的教育

博客等，将互联网的优势运用起来，如建立学校辅

导员的 QQ 群、讨论组或者是微信圈，从而能够共

享资源，讨论类似的问题和解决途径等。实践反

思为辅导员提供了彼此实践经验表达、共享的

平台。
另一方面，辅导员要开展实践研究。张斌、衡

旭辉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高校辅导员的“实践智

慧”这一概念，认为辅导员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培

养了一种缄默知识的能力［14］。作为学生工作中

相关困难、问题与需求的直接负责人，辅导员积累

了宝贵的一手资料。将工作实践中的经验、困境

转换为具体的研究课题，开展实践研究，将解决问

题的过程表达出来并用理论加以分析、解释，成为

研究成果。在分析理论的同时，反思实践，在实践

中检验理论，并不断建构更加严谨的理论。
六、小结

辅导员队伍专业化、职业化是势不可挡的趋

势，一个优秀的高校辅导员会影响一批又一批学

生的未来，高校辅导员在培养人才和促进高校事

业可持续发展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社会、高
校和辅导员应该重视起来，发挥多方力量，力争建

立一个高素质、高质量、高水平且相对稳定的辅导

员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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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iversity instructors are the basic managers and direct principals of the student work． The profession and ca-
reer-orientation of the instructors' troop has become the inside needs and inevitable tendency of the modern educational develop-
ment． Through the study of eighty-one instructors from University of 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we analysize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the profession and career-orientation process． And some solutions related to the specific condition are
proposed，which makes further constructive views for the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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