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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llege counselors are the main for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who is the directly responsible for the university students on daily service and management. The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for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Because of the social status and cognitive
reasons, college counselors occupation identity is not a duty, the positioning problem is not clear, especially
the particularity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hierarchy, identity of instructor occupation to cultivate
and seek attention have theoretical research value and realistic reference meaning.
Keywords: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Counselor; Occupation Identity

高职高专院校辅导员职业认同感探析与对策路径
韩

锋

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上海
Email: hanfeng2084@yahoo.com.cn
收稿日期：2013 年 2 月 28 日；修回日期：2013 年 3 月 10 日；录用日期：2013 年 3 月 20 日

摘 要：高校辅导员是大学生思政教育的主体力量，是大学生日常服务与管理的直接承担者与实施者，
对于大学生的成长与成才扮演着重要角色，发挥重要的作用。由于社会现状以及自身认知等原因，高
校辅导员职业认同感不一，职责定位不明确，特别是高职高专院校的特殊性与层级性，辅导员的职业
认同感亟待培养与关注，寻求相关路径进行解决具有理论研究价值以及现实参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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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加大了辅导员工作的繁冗性与挑战性。事务性工

1. 引言

作、常规化工作的叠加与长期存在制约了辅导员工作
自 2004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

能力的发挥与拓展，导致辅导员缺乏端正的职业认

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颁布以来，教育部

知，对于自身工作感到困惑与迷茫，难于找到长久解

陆续出台了相关辅导员队伍建设的指导建议与规定。

决方式。寻求相关路径与对策，培养与增强高职高专

但是对于如何构建培养体系，提高辅导员职业认同感

院校辅导员职业认同感，具有重要意义。

[1]

路径以及队伍建设的针对性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因
为高职高专院校学制短、任务重、压力大，着重学生
实践与动手能力的培养，学生素质差异较大，这些因
Copyright © 2013 Hanspub

2. “五个认知”的释义与困惑
从整体上看，高校辅导员具有较好的思想政治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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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与业务能力，具有较强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对于自

3) 行业认知方面

身从事的工作充满热情与憧憬，在促使大学生健康成

我国高等专科教育、高等职业教育以及成人高等

[2]

长中发挥重要作用 。但是基于高职高专院校人才培

教育为社会培养了大批急需的专业人才，许多高职高

养模式的特征不难看出：1) 培养高等技术性人才为根

专院校特色鲜明，专业突出，学生未来就业趋向和岗

本任务；2) 以应用性与技能性为基础设定培养方案；

位面向行业。高职高专院校在调整专业设置、服务区

3) “双师型”队伍建设是其教育教学的关键；4) 学

域经济以及立足行业发展等方面相互依托，很多学校

校与用人单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是人才培养的基本

立足医药护理、教育科技、公安司法、交通规划以及

途径。高职高专院校人才培养模式的内涵充分彰显了

农林畜牧等重点行业开展教学计划安排以便持久发

技能、实践在教育中的重要构成，虽然辅导员工作的

展，这就促使学校大规模推进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

主体部分思政教育对于学生功效极大，但在具体实施

过程中，由于学制短、任务重，学生的实习与就业在

中处于弱化地位；在加上对于“学校认知”、
“专业认

企业中完成。辅导员工作精力主要分散在联系就业企

知”
、
“行业认知”
、
“岗位认知”
、
“自我认知”几个方

业、关注学生职业动向以及帮助学生就业等具体性的

面的考虑，很大程度上消弱了辅导员工作的战斗力与

事务工作中，而最主要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思想

驱动力，降低了思政教育的整体力量。

品德教育在较短的时间内很难形成科学与合理的教

1) 学校认知方面
高等职业教育在探索学制与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增强社会服务能力以及实现优质教育资源跨区域性
共享方面取得明显成效。尽管教育主管部门为辅导员
提供了特殊身份与职位，辅导员的工作也涉及到学生
的学习、生活等各个方面，但是在现实学校教育与管
理中，教学实践与应用、学生实验与实践能力的提高
是高职高专院校始终关注与重视的，辅导员工作处于
一种从属地位与配角岗位。学校在制定相关政策与规
定时，没有充分认同辅导员这一特殊角色。在制定薪
金分配、学术交流以及科研项目等学校方针政策时，
难于涵盖辅导员群体。
2) 岗位认知方面
高校在人才培养过程中，育人为本，但德育为先，
强化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的塑造才能更好的促进学

育体系，个性化与一对一的教育方案较难实施。
4) 专业认知方面
辅导员的工作是一项专业性与政治性较强的工
作，不仅要具备丰富的思政教育理论，更要具有全方
位的知识框架体系，这样才能以德服人、以理育人、
以情感人。在高职高专院校辅导员普遍学历低、专业
性不足、政治认知感较弱，缺乏具有政治学、教育学、
心理学、管理学等急需学科背景的专业人才，在处理
相关问题时，力不从心，难于招架。这种失衡感与困
倦力导致辅导员对于自身职业缺乏长期稳定心态与
职业认同感，只有把自身所学专业充分应用到辅导员
岗位中，思政教育以及学生日常管理服务工作才能进
一步提高效率与效果，实现个人职业能力与职业素质
的全面提升，更好的服务学生、贡献学校。

生知识、技能、职业素质的协调发展。2006 年教育部

5) 自我认知方面

在“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中指出辅导

高职高专院校辅导员队伍由于缺乏系统的培训

员是高等学校教师和管理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

与职业规划，把自身职位当做职业发展的缓冲器与中

教师和干部额双重身份。教育主管部门赋予的特殊身

转站，没有认定辅导员这份富有光荣与使命感的工作

份在高职高专院校并未得到充分的认可与重视，相比

当成事业来对待。在遇到特殊性的危机事件与繁琐的

专业课教师而言，辅导员地位较低，经济待遇微薄，

事务性工作时，疲于应付，百感交集，职业定位缺失、

在具体竞争科研项目、职称竞争以及对外学术交流方

职业心态失衡、职业目标模糊、职业行为倦怠。年轻

面，辅导员往往处于弱势地位以及被误解的对象。辅

化、知识化、专业化、目标化趋势下的辅导员队伍建

导员不仅要处理学生日常事务性工作、突发性事件以

设要求辅导员对于自身状态与行为目标清晰与明确，

及部门性协调工作，更要在关键时刻充当冲锋的角

只有充分认可辅导员岗位的任务与职责，才能激发出

色，工作压力、劳动强度与福利待遇不成比例，岗位

最大的工作效能，认知的扭曲只会促使自身心态的偏

性设置没有与相关规定相匹配。

颇性与烦躁感，不利于个人的长久发展与职业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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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职高专院校辅导员职业认同感
1) 加强高职高专院校辅导员队伍建设保障力度，
进一步完善辅导员个体发展激励机制。
a) 建立健全辅导员职业发展政策与制度规范。政
策规范与规章制度对于事务发展而言具有强大的推
动力与约束力，在政策支持的框架下，制定相关制度
可以有效保障辅导员职位的权重性与稳固力。提高辅
导员在高职高专院校岗位设置层级度，调动辅导员工
作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增强辅导员职业认知
的荣誉感与成就感，促使其更好的投入工作，提高辅
导员群体的职业认同感。
b) 建立领导关怀机制。定期派遣经验丰富、思想
素质较高的辅导员和学生工作分管领导与年轻辅导
员进行谈心与交流，帮助其制定个人职业发展规划，
明确工作目标与不足[3]。通过领导的激励与关怀，辅

目，拓宽理论视野，寻求分析与解决问题的新方式。
通过项目的探索与课题的研究提高辅导员理论水平、
业务能力以及综合研判能力。
2) 高职高专院校辅导员需要培养稳健的职业素
质，借助全方位的认知不断提高职业认同感。
高职高专院校由于学制的特殊性以及培养方案
的短期性，学生的日常管理与服务必定与科研型、教
学型大学有所区别[4]。事实上，辅导员除了固有思想
教育以外，肩负着学校学生党建工作、学生会引导、
团委工作、奖勤助贷任务、校园文化建设等职责，只
有辅导员自身修身养性，增强综合业务能力，提升能
力降低环境与外部的压力才能更好的熟悉环境、融入
环境，通过岗位意识的凝炼与职业观念的转化，进一
步提高职业认知度。
a) 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与敬业精神。辅导员在高
职高专院校学生日常服务与管理中，被公认为扮演着

导员可以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鼓足干劲，更清晰的

“保姆式”的角色。由于高职高专学生普遍层次较低，

认知自我价值与未来发展方向，防范工作中的消极与

思想政治觉悟需要进一步指导与提高，这就需要辅导

怠慢情绪，保证工作中持续性与稳定性。

员本身具备全方位的知识体系以及德才兼备的先决

c) 制定科学与合理的辅导员绩效考核办法。辅导

条件，拥有良好的职业道德与敬业精神。保持思政教

员的职业认同感与辅导员绩效考核密切相关，评价体

育的连贯性与一致性，确保学生感受到学校的全方位

系设置的科学化与合理性关乎辅导员岗位认知的关

关怀与贴心服务，高职高专院校学生在学习期间学制

键。结合辅导员职业特征、岗位性质制定考核办法与

短，与其朝夕相处的辅导员只有在完善人格魅力与处

方案，坚持物质奖励与精神奖励相结合，明确考核激

事方式方面影响学生，他们才能感受到学校的整体的

励办法，充分调动辅导员工作的动能性。把辅导员工

和谐氛围与环境。

作内容、努力程度、思政状态以及科研水平与考核指

b) 提高全方位职业认知，增强国家与社会赋予的

标串联起来，确定实绩与奖惩的标准，避免辅导员的

使命感与责任感。高校辅导员是国家明文规定的高校

工作出现以量定性的困境。

教师队伍与管理队伍重要的组成部分，具有干部与教

d) 明确辅导员晋升与职务评审制度。由于部分高

师的双重身份，是大学生思政教育的主体力量，也是

职高专院校在日常管理中出现经费投入不足的现状，

大学生成长成才的引路人与指导者。辅导员工作的效

辅导员队伍建设资金投入存在漏洞与空缺。学校至今

率、效果直接影响人才培养的质量，高校以学生为本

没有建立完善的辅导员职称评定与职务晋升制度，这

的前提是要稳固长期从事学生工作的辅导员群体，从

对于重事行政与教学两条线的辅导员而言，有失公正

国家宏观角度以及高校整体战略规划而言，辅导员工

与公平。要在职称评审中，坚持工作实绩、科研水平、

作始终是学校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要的部分，起到不可

基层工作量优先考虑辅导员的职务晋升；在行政职级

替代的作用。辅导员自身要认识到工作的光人性与价

评审中，对于工作年限长、综合素质高、德才兼备的

值性，树立职业荣誉感与自豪感，坚定自身工作的重

辅导员要提拔重用，实现其自我价值。

要意识与崇高价值，全身心履行相关职责。

e) 鼓励辅导员开展相关研究与研讨。高职高专院

c) 提高业务素质与综合能力，提高工作的适应性

校应多鼓励与激励辅导员参加学术交流与研讨，提供

与效能度。教育发展以教师为基石，高等职业院校教

相关途径为其继续深造与提升，科研部门专门开辟思

师队伍由专业教师以及辅导员组成，但是在日常的教

政与党建课题进行研究与学习，鼓励其参与科研项

学与科研安排上，专业课教师几乎占据了所有分配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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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所以辅导员自身要加强教学与科研水平，通过拓

职能部门行政人员的联系，不断沟通感情，加强联系，

宽研究方向与领域、加强教学能力与水平，以实力证

取长补短，互通有无；辅导员要在自身队伍团体中，

[5]

明自身的综合素质 。辅导员的工作设计到管理学、

要通力合作，消除隔阂，增强集体共识与群体价值观。

心理学、教育学、政治学等多个类别，要不断的涉猎
前沿学科，广泛阅读具体性文献，结合讲座与培训会
提高自身业务素质、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综合素质
的提升、知识面的拓宽，增强研判能力与自信力。
d) 加强环境融合度，培养辅导员的职业归属感。
辅导员岗位处于学生工作的第一线，趋向专业性、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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