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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discussion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functions (IPF)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system,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university is the export of student education and ideological
and sentiment. It is an important construction stage of patriotism. It is the core stag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It is an important stage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our party and
the democratic parties. It is the last fortress and powerful weapon of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and
dissemination. It is “an important position to consolidate and develop Marxism”. And then the author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ducational philosophy and the IPF in universities. It
holds that the IPF are the basis of the government’s control and intervention to those universities.
The IPF are the internal driving force of the educational philosophy development of Chinese university system; the IPF and the education philosophy are the unity of opposites, which are unified
in the socialist practice. The socialist practice of universities is the socialist educational philosophy and “socialism talent standards”. After the IPF are passed to the individual teachers, the
teachers’ IPF are produced. Teachers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are the communicators of profound
knowledge, the theoretical tutor of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the spiritual mentor
of students, and the practitioner of the socialist educational philosophy and “socialism talent
standards”. Thus, teacher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ideas are the key to disseminate the ideological value of socialism. Universities do not cultivate students to become the “screw” in a work, but
the college teachers first create a “perfect-self”, and then pass this “perfect-self” to al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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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讨论高等教育系统的思想政治职能为出发点，认为高等教育是学生教育和思想情操建设的出口，
是爱国主义的重要建设阶段，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核心基地，是各种思潮碰撞的舞台，也是思
想高地，是我党和各民主党派交流的重要舞台，是思想建设和传播的最后堡垒和有力武器，是“巩固和
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进而讨论了高等学校的教育理念和思想政治职能之间关系，认为思想政
治职能是政府对大学管控和干预的基础，思想政治职能是高等教育哲学发展的内在驱动力，思想政治职
能和教育哲学及教育理念之间是对立统一关系，两者统一于社会主义实践，高校的社会主义实践就是社
会主义教育理念和社会主义“人才标准”的实践。高等教育系统的思想政治职能传递给教师个体后，就
产生了教师的思想政治职能，教师是高等知识的传播者、学生专业发展的理论导师，同时也是学生思想
灵魂的工程师和按照“社会主义人才标准”培养人才的践行者，教师的思想政治理念是传播社会主义思
想价值观的关键。高等教育不是培养为工作而存在的“螺丝钉”，而是高校教师首先塑造一个趋近完美
的“自我”，然后将这种趋近完美的“自我”传递给广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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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党章、党规的指引下，针对高等教育系统，需要认真学习和分析高教系统内部存在的问题，分析
教育系统的责任义务，认清高等学校的教育理念和思想政治方面职能之间关系，明晰高教系统思想作风
建设思路，这也是非常必要的。总书记提出的“四讲四有”[1] [2] [3]中的“四有”是有信念、有纪律、
有品行、有作为，是对“四有教师”的指导，为高校教师提出了深刻和明确的要求。高等教育的传统职
能主要是培养人才、科学研究、服务社会，高教原先三大职能中新出现内涵[4]、高教新职能的施行，主
要表现三大新潮[5]：一是产业新潮，二是文化新潮，三是国际交流新潮。高等教育职能新发展包括技术
创新、国际合作、改造社会是目前大学新职能的几种主流提法[6]，甚至也包括“个性陶冶和休闲”[7]、
“文化传承创新”[8]。温群雄[9]认为高等教育职能演变的内部动因是学生需求和教师需求，教师的需求
以及在此需求驱动下的活动呼唤而且催生了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高等教育职能演变的外部动因则和资
源、社会需求及其变化有关。本文主要讨论高校思想政治建设的相关职能，并展开讨论高等学校的教育
理念和思想政治方面职能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教师在中间充当的角色，力图讨论高校思想政治职能、
教育理念、教师角色三者之间“三位一体”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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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教系统的思想政治职能
在我国，高等教育系统也有鲜明的“党性”，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一直得到党中央高度的重视，但是，
从高等教育职能的角度阐述高校的思想政治职能还鲜有提及，笔者认为，高等教育系统的思想政治职能
主要表现在以下诸方面。
1) 学生教育和思想情操建设的出口
目前，我国大学生毛入学率已经达到 40%，而在中学生入学进入高等教育殿堂的年龄一般在 17~19
岁左右，在法律上，这些孩子已经到了能够承担法律责任的年龄，而在思想、人生、法律、社会认知方
面，还处于不成熟、不稳定的阶段，换句话说，高等教育阶段大致是孩子们思想成熟期，学生在此阶段
从勤奋的高中心无旁骛的学习和高考过程中逐渐转入认识社会、实践社会生活的阶段，我国高等院校是
学生教育和思想情操建设的成型阶段，是学校教育和思想情操建设的“出口”阶段。在这个年龄段，学
生逐渐走向成熟的社会个体，并通过科学实践和社会实践而磨合成为自身相对稳固的世界观、价值观，
并形成相对成熟的行为准则和处世原则。
2) 爱国主义的重要建设阶段
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教育以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为主要目标，既要传播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知识技
能，又要影响和熏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在保持学生个体的思想独立性和创造性的基础上，让教育产出
符合中华民族发展的大方向。爱国主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体现，也是民族素质教育的重要内涵，爱
国主义是社会责任感的重要心理支撑，很难想象一个不热爱自己国家的孩子能够很好地承担社会责任。
进入大学学习阶段的学生，开始从心无旁骛的学习和高考过程中逐渐转入独立思考和广泛的涉猎，这是
独立思考能力的重要成长期，通过知识涉猎和社会实践，学生必将接触到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想。然而，
不是所有的社会思潮和思想都是积极向上的，部分学生会在社会不良思想的影响下出现怀疑社会、否定
社会的情况，不能以理性和公正的观点和健康的心态理解和面对社会上存在的一些“现状”，也可能出
现非常极端的理解。社会责任感的形成需要爱国主义作为支撑，因此，爱国主义的培养就变得极为重要，
有了对国家的热爱，有了对社会的热爱，才会继续培养社会责任感。爱国主义并不是大学专属的教育阶
段，但是孩子们如何从中学阶段的单纯的“与世隔绝”的爱国主义教育成长发展为社会教育和高校教育
共同影响下“爱国主义”教育是值得思考的。近些年出现的形如我国学生在国外辱骂“中国人”和“悔
为中国人”的行为，是缺乏民族认同感所致，是爱国主义缺失所致。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建设的核心基地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涵，他全面论述了国家、社会、个人层面上
的要求，囊括传统美德与时代价值。为弘扬时代主旋律，传递社会“正能量”，“富强、民主、文明、
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24 字精神深入人心。国家富裕强大是国民
生活的第一保障，也是国民尊严的重要支撑，民主就要求人民关心时政、参与时政、积极监督，而不是
助长社会歪风邪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养不是一蹴而就的，是循序渐进的过程，社会个体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并非一定随着年龄稳步增长，而是在个体社会实践过程中动态演化，随着个体社会实践的
推进，各种思潮也会接踵而来，让原本清纯的孩子们接受更多的社会涤荡，这是一种社会检验，也是一
种社会熏染，一些所谓的“社会现实”也会经常将一些内心纯净的孩子带入某些“道德深渊”，而在知
识界，那些逐渐走向违规的人群也并非先天骨子里就是这样的思想基础，“糖衣炮弹”是随处可见的，
我们的学者们尚且可能在“糖衣炮弹”面前走向沦落，那么，思想尚未成熟，社会实践才刚刚开始的孩
子们将如何抵御呢？
因此，高校不仅仅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重要阶段，也是在社会实践指导下的防腐防变的重
要“根源性”教育基地，腐败之过自然不能归罪于高教系统，一个人的价值观如何影响着社会个体在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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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面前的立场，价值观也是学校教育的社会实在产物。“立德树人”永远是高等教育的重要内容，需要
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以实际行动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4) 高等院校是各种社会思潮碰撞的舞台，也是思想高地
目前，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最明显区别除了理论知识以外，更多的是引入了社会实践，在大学校
园里，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已经呈现“并驾齐驱”的趋势，尤其以应用性、实践型为教育目标的应用型
高校，在以就业为主要目的职业教育范畴里面，社会教育的力量要明显增强，并且，和社会“需要”的
“契合度”也逐渐成为考察高校办学成效和检验毕业生个体质量的重要依据。然而，狭义的社会某些企
业的“需要”并不一定就是“人才标准”，而社会某类小群体的“需要”被放大和突出化后，对应的“有
用就是人才”似乎也在一定程度上扭曲着教育理念。一来，社会教育的过多参与既较多的带入了社会某
类小群体的“需要”对应的“有用就是人才”的检验标准，同时也带入了各种良莠不齐的社会思潮，在
大学的校园里碰撞和交织。二来，大学的教师也不是与世隔绝的社会个体，他们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
需要面对各种社会生活的要求和检验，教师在社会上的情感归位和社会位置的归位无疑也是社会交织的
产物，这些社会交织的过程也无疑影响着高校教师的社会认知，教师群体的社会认知也会有意无意地传
递给相关的学生，在这个过程中，很多教师也会受到社会思潮的影响，有的甚至以教师个体经验的形式
放大地传递给学生。
目前，对于主要的社会思潮，既有一些属于政治思潮，也有底层社会结构的思潮。这些思潮的存在，
让高等学校成为一个巨大的熔炉，即一定程度上“兼收并蓄”形成交汇，也会形成论战和碰撞，不同的
社会思潮也会形成不同的教育理念。据此，高等院校就成为各种思潮的碰撞舞台，也经常成为思想的高
地，学校也经常成为思想的发源地，是进步力量的集中地，如“五四运动”引领了中国的革命。同时，
年青一代人的社会认知及其独立及独特的不成熟的个性，也可能在某种社会思潮的作用下放大，甚至走
向极端，如香港出现的学生“占中”和台湾的反“服贸”学生运动，无疑是某些社会思潮在学校和学生
群体之间的放大和极端化，这似乎告诉我们，在学生群体中，也可能存在某些特定思潮影响下的“思想
洼地”。
5) 我党和各民主党派交流的重要舞台
高等院校经常成为各个民主党派集中的地方，民主党派在国家政策制定方面提供有意义的建议，也
起到了明显的监督作用。在高等院校，各个党派自由地开展学术工作，也自由地交流对教学、科研、社
会、政治等等诸多方面的理解，同时，各个民主党派也在高等院校的学生之中发展党派的新鲜血液，因
此，高等院校成为我党和各民主党派交流的重要舞台，这也是思想政治在党派间交流和融合的重要途径。
6) 社会主义思想建设和传播的最后堡垒和有力武器
高教系统的思想本身主要是教师群体的思想总体，高教系统的思想教育成果主要通过学生教育辐射
和放大，这种辐射和放大作用是思想理论建设和传播的最后堡垒，之所以是最后堡垒，是其传播的天然
性和自在性所决定的，当其它的思想传播形式没能起到作用时，高等教育系统的思想传播却独立地发挥
作用。高教系统的思想本身也具有革命性，对社会民生的关注、对外来思想的率先接触、对民族命运的
思考，等等，都是教师群体和学生群体自在自发的过程。在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建设时期，高教系统是(未
来)国民理性的重要缔造者，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要传播者。
鉴于高校思想传播巨大的辐射和放大作用，高等教育系统的纪律规矩问题并不仅仅是为了管理教育
者而制定，而在于如何以一个“师者”的身份研究和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行为端庄，堪为世范，
通过学校教育和教师个体的以身作则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高效地传递给广大学生。
7) 高校是“巩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
从历来看，高校不仅是国际“马克思主义的出生地”，同时也是我国“马克思主义的发祥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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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发端于高校的一些学者。继往开来，其历史地位决定了高校是“巩固和发展马克思
主义的重要阵地”。在新时期下，各种思潮涌现，社会各个阶层和群体的思想作风良莠不齐，高校在高
就业考核压力下将精力主要放在服务就业的教育，社会的检验成为决定部分高校生存的重要影响力量，
也必然导致社会思想和价值体系反作用于高校系统，高校系统也已经不能像几十年前一样像“象牙塔”
一样保持更好的独立性。经济社会对高教系统的影响和冲击日益扩大是新的形势，也将会是新常态，一
些背离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思潮也很容易在高校生根和发芽，尤其在一些青年学生心里生根发芽，因此，
中央很重视目前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如何在保持高校系统内思想的活跃性和先进性的前提下，加强对
高校主体思想的干预和一定程度上剔除不良社会思潮的影响也是未来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课题。

3. 高校的教育理念和思想政治职能之间关系
3.1. 社会主义教育理念和社会主义“人才标准”
从高校思想政治职能的角度来讲，高等学校担负着社会主义人才建设的重要任务。那么就需要高校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高校创新人才培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括以下方面的基本内容：
“马
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
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10]，社会主义人才是德才兼备的人才，具体来讲，社会主义“人才标准”
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精神指导的人才，拥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人才，拥有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
民族精神的人才，拥有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人才，拥有社会主义荣辱观的人才。社会主义高
校就应该以培养社会主义人才为基本教育理念，社会主义人才是有“家国情怀”的人才，是有“社会主
义认同感”的人才，那么，社会主义人才建设就不仅仅是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专业技术或专业服务人才，
而是更高要求的具有较高的社会主义精神品位的人才，是符合社会主义“人才标准”的人才。高校的思
想政治职能需要坚持以“社会主义人才标准”作为教育的基本理念。

3.2. 思想政治职能对教育哲学和教育理念的影响
1) 思想政治职能是政府对大学管控和干预的基础
既然，高等教育除了传统的职能以外，还有这么多(前文论及的)思想政治方面的职能，那么高等教育
的教育理念就不是简单地“传授知识”，而是包括一系列其它工作内容，这些职能的出现也是导致政府
更加倾向于对大学加强管控和干预[11]的原因。思想政治职能奠定了政府管控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2) 思想政治职能是高等教育哲学发展的内在驱动力
有什么样的高等教育职能就有什么样的高等教育哲学[12]。邓银城[13]认为在职能扩展的同时，高等
教育职能的价值取向，也发生了从宗教化、神学化、精神化到世俗化、物质化、实用化的转变，这种取
向上的变化有其深刻的历史必然性。但在目前高等教育职能价值取向转变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偏差。
只有纠正这种取向上的偏差，高等教育才能全面地完整地发挥自身的职能。我国的高等教育是以培养社
会主义思想武装的各类专业人才为主要目的，培养社会主义制度认同感也是重要目标。高校的思想政治
职能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的探讨、思想政治课题的申报及开展等等举措，既端正了教师群体的思想政治立
场，也影响了教育理念和高等教育哲学发展的方向，成为我国教育理念和高等教育哲学方面讨论和研究
的重要驱动力。社会主义高校也需要有与其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哲学。

3.3. 教育哲学和教育理念对思想政治职能的反作用
教育哲学和教育理念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是一个充分国际化的系统，高等教育系统和国外教育系统
合作交流的机会非常多，从国外借鉴吸收过来好的教育理念可以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用，在思考和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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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好的教育理念的过程中，需要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国情加以实践性的甄别和必要的实践性改造，比如技
术创新、国际合作、改造社会等理念的产生大大地丰富了高等教育的内涵，同时，恰恰也是在这个时期，
实用主义哲学[7]成为高等教育哲学的主要理念，实用主义的特质往往是“技术”压迫原有“科学”的位
置，知识走进物质化、实用化的道路，高等教育也容易走近物质化、实用化的道路。这种教育理念反过
来也在弱化着思想政治职能在学校教育中的体现，同时影响着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和目标。西方的
教育哲学里面还融入了很多“自我中心主义”和“绝对自由主义”的元素，这些元素也必将在我国的教
育理念中产生作用，影响施教群体和受教群体的价值判断。

3.4. 思想政治职能和教育哲学及教育理念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
思想政治职能和教育哲学或教育理念之间是对立统一关系，从前文可见，两者之间可以相互影响，
可以存在矛盾，但是，在长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发展阶段，两者会统一于社会主义实践。社会主义实践的
过程中借鉴教育哲学和教育理念的成果，发展高等教育系统和高校自己的思想政治观念，改造自己的思
想政治教育的实践途径。

4. 高校教师个体的教育职能
4.1. 高校教师的基本职能
结合前面高等教育的思想政治职能，高等教育系统的思想政治职能传递给教师个体后，就产生了教
师的思想政治职能。从教育学的角度来讲，高校教师有三个基本的教育职能和身份：
1) 高等知识的传播者
高等教育传播知识是没有止境的，这个方面，主要是专业知识精深到位为目标。当然，全面通才的
教师对学生的影响更加深远，跨学科能力很强的教师更容易教出有跨学科底蕴的学生。把书教好就需要
教师自身持续不断地学习，不仅仅是要教学生短平快的技能，更要交给学生可以支持其未来长远发展的
深厚理论。
2) 学生专业发展的理论导师
学生在专业行业内的取向经常产生困惑，需要广大老师予以解答。任何学科领域都有几套具体的思
想理论或者方法，有的学生适合成为“专才”，有时适合成为“通才”，有的适合搞理论，有的适合搞
“应用实践”，而有的则是“一专多能”，适合哪个方面虽有差别，但是“人才标准”还是有具体的方
向。这就需要广大高校教师积极介入和辅导学生的专业发展选择，也需要引导学生养成勤学思考的良好
习惯，以“创新社会”为指导，铸就学生的创造力，而不仅仅是短期的工作技能。授课内容首先要做到
内容丰富，信息量大，按“人才标准”来引导和熏陶学生，而不仅仅是功利的“成功主义”。在新时期
大众化本科教育的环境下，仍能够坚持“人才标准”，而不仅仅是狭隘的“功利主义”与“就业”，“人
才标准”是教育事业永远的主题，社会主义“人才标准”也是我国教育事业永远的主题。
3) 思想灵魂的工程师，按照“社会主义人才标准”培养人才的践行者
高等教育阶段是学生思想灵魂发展的“收关”阶段，在高等教育中自由闲暇地支配时间和材料丰富
的图书馆，让热爱自学的学生彰显个性和快速发展，广大学生达到了一定年龄继而具备了思考和分析政
治、军事、社会、教育和经济问题的能力，并且是真正跳出“家长思维”可能存在限制的范畴，独立地
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和独立地设计人生的各个阶段，可以说是一个真正的自在自由的全面发展阶段。因此，
不能认为学生思想灵魂建设仅仅是中小学阶段的任务，这就要求广大高校教师意识到：自己不单单是为
教书而教书的“教书匠”，而应是通过教学活动在学生心灵上精心施工的工程师。这是作为高校教师首
要应该做到的，也就是认清自己在学生灵魂建设方面负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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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灵魂建设包括了思想政治建设的范畴，思想灵魂建设本身是广义的概念，而思想政治建设则是
狭义的、针对某种社会形态、民族特性、国家意志的建设。高校教师还是按照“社会主义人才标准”培
养人才的践行者，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精神建设为教育目标，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为教育目标，
以拥有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为教育目标，以拥有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为教育目标，以
拥有社会主义荣辱观为教育目标。因此，就需要摒弃以西方“实用主义”为指导的人才教育理念，培养
德才兼备的“社会主义人才”。社会主义“人才标准”不是培养具有从事某一类工作技能的“螺丝钉”，
而是培养德才兼备的“社会主义人才”，而是有社会主义道德情操的“全面的人”，而是“寻求自我实
现的人”、“有共产主义理想的人”。

4.2. 学生眼中的老师，行为世范
尽管教师个体不排除认为自己处于社会的底层，掌握的社会资源非常有限，但在学生的眼里，教师
却可以是“高大上”的。老师的人格力量和人格魅力是成功教育的重要条件。老师对学生的影响，离不
开老师的学识和能力，更离不开老师为人处世、于国于民、于公于私所持的价值观。一名教师如果在是
非、曲直、善恶、义利、得失等方面经常出问题，怎么能担起立德树人的责任？高校教师所要维护的，
不仅仅是教育和教育工作者的尊严，同时更是知识的尊严、道德的尊严，甚至代表的是民族的尊严，有
知识者一般不意味着反动，而是意味着赤诚的热爱。从社会资源的掌握来看，高校教师主要掌握知识资
源，而在经济资源方面属于社会的较低地位，其在社会生活中的整体地位近些年一定程度上持续降低，
因此，教师个体经常会感觉到自己的社会地位越发走向卑微，更多的教师个体会逐渐习惯于将高校教师
理解为一个普通的社会岗位而已，这就为教师群体的社会责任感和荣誉感的滑坡提供了基本的社会背景
和心理依据。加之近些年教育的应用型趋势、考核机制、学生评教等机制的展开，将教师的自在自由的
教育热爱逐渐转化为“被考核者”的“禁锢心理”。教师的教育成就感是教育责任感的源泉，在教师管
理制度的建设过程中，教育工作者自身的教育成就感和教育责任感如何维护和鼓励也是需要引起重视和
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

4.3. 教师的思想政治理念是传播社会主义思想价值的关键
什么样的教师容易带出什么样的学生，因此，学生眼中的老师往往成为未来学生的发展方向，这种
发展方向不是意味着学生从事了教育行业，而是学生的情怀受到教师情怀的感染，教师的学识得到继承
和发展。应用型或者实用主义思想严重的老师会以更加高的概率熏陶出实用主义思想的学生。这一点，
如果放大了说，目前的一些民办高校从某种程度上大多就是“实用主义”为指导的教育模式，这种教育
模式铸就了一大批实用主义为思想主体的学生，未来，目前这一批实用主义思想略有些严重的毕业生已
经逐渐成为社会生产的重要群体，也逐渐成为家长和进一步影响下一代孩子。我无意于否认民办院校的
阶段性历史贡献，只是，高校一定程度上坚持“人才标准”是一种社会更长远尺度的全民收益。黄大年
教授那种不计名利、只求功绩的大科学家的继续诞生需要持续的非功利主义的培养和熏陶。

4.4. 教育中教师的地位：“复制自我”
高校教师是按照“社会主义人才标准”培养人才的践行者，这就要求教师不仅仅是培养合格的能胜
任某类工作的“螺丝钉”，而需要高校教师塑造一个相对完美的自我，然后将这种完美的自我传递给广
大学生，让他们成为更加完美的下一代，成为一个个“黄大年”、“黄中年”、“黄小年”。很多高校
存在重视专业教育和轻视思想教育的情况，这是和教育理念有关的，那么就涉及到我们的高等教育究竟
是培养能胜任某类工作的“螺丝钉”，还是高校教师首先塑造一个趋近完美的“自我”，然后将这种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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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完美的“自我”传递给学生。当然，这种“自我”并不是指“教师身份”，而是具有高尚的情操、“家
国情怀”、“社会主义认同感”等等精神软实力的社会形象。这也为广大高校教师提出了更高的精神要
求，这就要求高校教师作为时代楷模的精神不能变，按照“社会主义人才标准”培养“全面的人才”的
基本原则不能变，教师的社会主义实践就是践行社会主义教育理念和社会主义“人才标准”。

5. 结束语
高校的思想政治职能、教育理念，高校教师的思想，高校教师历史地位和作用，这几个因素是相互
关联的，高校思想政治职能、教育理念、教师角色三者之间是“三位一体”的关系。思想政治职能和教
育理念之间是对立统一关系，两者统一于社会主义实践，高校的社会主义实践就是践行社会主义教育理
念和践行社会主义“人才标准”。高校教师是思想灵魂的工程师和按照“社会主义人才标准”培养人才
的践行者。在新时期大众化本科教育的环境下，仍需要坚持“社会主义人才标准”，“社会主义人才标
准”是教育事业永远的主题，高等教育不是培养能胜任某类工作的“螺丝钉”，而是塑造这样一个平台，
在这个平台上，高校教师可以首先塑造一个趋近完美的“(精神)自我”，然后将这种趋近完美的“(精神)
自我”传递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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