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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发展路径探析*

——《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43号令解读

贾飞祥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浙江 温州 325003）

摘 要：2017年9月教育部43号部长令《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修订出台。43号令在制度上对进一步

加强高校思政工作，推进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提升高校辅导员队伍专业水平和职业能力提供保障。在新时代背景下，

高校辅导员面临着新形势、新要求、新任务，辅导员队伍的专业化、信息化、专家化、教师化培育将是发展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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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College Counselor Team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 Interpretation of Decree No. 43 on the Regulation on Constructing College Counselor in

General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JIA Fei-xiang

（Zhejiang Industry & Trade Vocational College, Wenzhou,Zhejiang 325003, china）

Abstract: In September of 2017, Ministry of Education issued Decree No. 43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issued a revision to the

Regulations on the constructing College Counselor in General Institution which strengthen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in universi-

ties, advances the team construction of college counselors and improve the professional level and professional ability of the team. In

the context of a new era, college counselors are faced with new situations, new requirements and new tasks, and the professionaliza-

tion, informatization, expertization and teacher-oriented cultivation of the counselor team will be a new path of development.

Key words: 43 order;Construction of the faculty;Development path

收稿日期：2018-07-22
基金项目：2018年温州市高校思想政治专项课题“基于教育部43号令的新时代高校辅导员队伍发展路径研究”（WGSZ201822）
作者简介：贾飞祥，女，硕士，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辅导员，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教育管理。

2017版《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

（以下简称 43号令） [1] 的出台如同及时雨，振奋人

心。43号令深度融合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

想政治工作的意见》与《高等学校辅导员职业能力

标准（暂行）》的相关内容，对高校辅导员的队伍

建设提出了全新的要求。为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提

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本文对43号令的出台背景及

主要特点做了阐述，并结合辅导员工作实际，深入

探析新时代辅导员队伍发展路径。

一、《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
定》43号令出台背景

（一）响应中央对辅导员工作新要求

新时代背景下的高校思政工作，面临全新的挑

战，2016年的全国高校思政工作会议上，习总书记

对辅导员提出新的要求与部署。2017 年2月《关于

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发

布，提出高校要坚持党的领导，将思想价值引领贯

穿高校教育教学工作，要把理想信念的教育放在思

政工作的首位；与此同时，41号令《普通高等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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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管理规定》颁布。在一系列的政策制度的基础

上，43号令《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

呼之欲出 [2]。

（二）高校辅导员面临着新形势、新要求、新

任务

随着教育改革的持续推进与深入，新媒体时代

的到来，教育的各个领域都发生着深刻变化，面临

着新形势、新要求、新任务。随着三创人才培养的

现实需要，学生管理中许多新的问题突显，原《规

定》的缺失与不足需要在当前的《规定》进一步的

修订、构建和完善；整体原则上存在的错位需要进

行重新评估和调整；有效的实践措施需要进行再制

度化；亟待符合新时代背景的制度出台来解决现有

问题。

（三）原《规定》已不能满足辅导员队伍发展

需求

高校辅导员的队伍的专业化职业化水平仍处在

初级阶段，辅导员的影响力相较高校教师而言仍有

较大差距，亟待政策制度的扶持。2006版的《普通

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简称 24号令）颁

布十年来，对辅导员队伍的专业化职业化发展做出

了巨大的贡献。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信息化的冲

击，高等教育的改革高校学生的管理模式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原《规定》已不能满足辅导员队伍

的需求，不适应新时代背景下高校思政工作形势。

修订后的43号《规定》融入了党中央对高校思政工

作的新要求，更有利推进新时代辅导员队伍的发展。

二、《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
定》43号令的主要特点

2017 版《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

（43号令）是一部具有时代创新性的行政规章，总

共六章 22条，与 2006版《规定》相比，减少了 4
条，对保留的条款进行了大幅度的修订、充实和调

整。修订后内容由原来的 3045 字增加到 3684 字，

增幅约为 21%。与24号令相比，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强化高校辅导员的专业化职业化

辅导员的专业化职业化是高校立德树人的关

键，虽然国家不断的推出新的政策制度来推进与强

化，但辅导员的实际情况离专业化职业化仍有极大

的距离。在《规定》总则第一条与第三条中，两次

强调要提升辅导员专业水平和职业能力，保证辅导

员的工作条件与发展空间。专业化职业化是一个系

统工程，需要长期的实践积累，需要多方的支持配

合。在高职院校，学生管理难度大，辅导员工作任

务繁重，学历程度与学术氛围与本科院校相比存在

着差距，辅导员的专业化职业化水平相对滞后，急

需具体明确的政策制度来引导。

（二）明确辅导员的工作要求与核心职责

43号令对第二章辅导员工作的要求与职责改动

较大，其中第四条原本的五点提炼修改合并成一

点，第五条大幅度修改后扩充成九点。将辅导员的

工作要求全面升级，高度浓缩了辅导员的工作要

求，也将新的《规定》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原

《规定》对辅导员的要求侧重于做好日常工作，新

《规定》侧重于思想理论教育与价值引领。43号令

丰富了高校辅导员的工作职责，形成了思想理论教

育和价值引领、党团和班级建设、学风建设等 9个

方面的工作内容为辅导员的核心职责。是目前为止

最全面、最详细的辅导员工作指导守则，见图1。
（三）强调高校辅导员在思想理论教育和价值

引领方面的作用

从1953年清华大学设立政治辅导员开始，辅导

员的岗位定位就是思想理论教育；近年来，大量的

事务性工作弱化了高校辅导员这一工作属性，43号
令重申了辅导员的这一工作职责并列为辅导员的第

一职责。43号令突出强调辅导员要引导学生深入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中国梦与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将帮助学生道路、理论、制

度、文化自信写入《规定》。高校的意识形态工作

依然严峻，大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仍有很大的可塑

性，辅导员作为把控意识形态的主力，需要在学生

的价值引领方面做好工作。

（四）明确辅导员的专任教师身份与培养要求

辅导员身份定位和认同影响辅导员队伍的培

养，关乎专业化发展的进程。43号令要求高校应参

照专任教师聘任的待遇和保障，聘用专职辅导员，

以实质性的同等待遇把辅导员定位为教师队伍的重

要组成部分，增强了辅导员的职业认同。立足于

2014年出台的《辅导员职业能力标准(暂行)》，支持

辅导员开展理论研究，承担思想政治理论课等相关

课程的教学工作。将优秀网络文化成果纳入科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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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统计与职称评聘范围。这些要求充分考虑了辅导

员工作特点与实际，符合辅导员专业化职业化的发

展需要。

（五）明确高校辅导员队伍的专业培训要求

43号令对第四章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辅导员

的“培养与发展”修改成为“发展与培训”，突出

培训，原本的十条修改合并成七条。以往的辅导员

队伍虽然基本上实现了培训的的覆盖，但“僧多粥

少”，没有形成系统性。43号令要求各地各高校要

把辅导员培训纳入师资队伍和干部队伍培训整体规

划，将辅导员的培训量化写进《规定》，原本的辅

导员培训体系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提升至

“国家、省级和高等学校”三级。明确规定辅导员

每年参加校级培训不少于16个学时，5年有一次参

加参加国家级或省级培训的机会。

三、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发展路径探析

43号令的修订出台，从辅导员关心的实际问题

出发，在制度上解决了近年来辅导员队伍建设中出

现的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完善了辅导员制度结

构。高校辅导员队伍的建设是个系统工程，其发展

路径多样且具有时代性。

（一）“队伍建设的专业化之路”——高校辅导

员队伍的专业化从阶段性向常态化转变

高校辅导员队伍的专业化涉及学科体系、队伍

结构、职能分工，选拔培训等方面，2014年教育部

印发的《高等学校辅导员职业能力标准(暂行)》将

辅导员的职业功能罗列为思想政治教育、党团建

设、学业指导、日常事务管理 9大区块，对每一区

图1 2006版与2017版《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第二章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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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的不同级别都提出了相应的要求。辅导员的职能

越来越趋于精细化分工，职业功能的专业化将从阶

段性向常态化转变。高校要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为

支撑；以常态化专业化为目标对辅导员培训培养体

系进行重新审视和设计；打造金字塔型的辅导员队

伍专业化结构，使高学历高职称辅导员成为队伍常

态；增加约束性条件和跟踪扶持机制；搭建更加有

力、更加长久的支持平台，促进辅导员队伍的全面

专业化。

（二）“事务工作的信息化之路”——高校辅导

员事务工作进入信息化时代

信息化时代会给学生的管理工作带来巨大的挑

战。在最多跑一次的政策背景下，大量事务性工作

趋于简化、便捷。学生从录取到毕业，期间学过的

所有课程、参与的活动和比赛、荣获的奖项、奖助

贷、志愿服务、工学结合等都会通过信息化串联起

来，而且越来越便捷，越来越详细。辅导员的事务

性工作将会逐渐规范化、信息化，大量的工作将通

过移动终端自助完成，辅导员的工作会回归思想理

论教育与价值引领上。

（三）“身份定位的教师之路”——高校辅导员

与专任教师身份与培养要求趋于一致

24号令明确了高校辅导员教师和干部的双重身

份，43号令对此进行详细的表述。辅导员教师身份

是历代辅导员的诉求，是职业尊重需要；是辅导员

自我实现的需要，也是辅导员队伍专业化职业化的

表现。教师的定位对辅导员自身的成长与社会认同

有着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不仅影响辅导员的专业

发展，也影响学生的成长成才。实现辅导员教师定

位需要多方面努力，除了需要高校修订和全面完善

本校的管理规定，还要辅导员通过自身的努力，建

立话语权。

（四）“专家型辅导员之路”——高校辅导员从

事务型向专家型转型

《高等学校辅导员职业能力标准(试行)》首次将

辅导员的定级分为初级、中级、高级[3]。将专家型

辅导员作为辅导员职业生涯规划的目标，并制定了

标准。标准规定了高级辅导员评选除了有极强的业

务能力，还需具有很强的学术能力，并在国内外具

有影响力的期刊上发表 5篇以上的学术论文，这为

辅导员的职业发展提供了新的风向标。辅导员的科

学研究能力一直是短板，一方面辅导员被大量事务

性工作挤占了时间，无法静心研究；另一方面，大

部分的辅导员非思政专业出身，本身的专业限制了

研究领域；“研究型”辅导员将成为未来辅导员职

业发展的趋势 [4]。

随着一系列规章制度的出台，辅导员队伍结构

越来越完善、职能分工越来越明确、职业发展路径

越来越清晰。43号令的颁布是高校辅导员发展史上

的里程碑，为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提供发展路径，

也为辅导员队伍专业化发展提供了重要参照。43号
令让辅导员有更多获得感，使辅导员队伍专业化发

展有新景象，是新时代推动辅导员队伍建设的重要

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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