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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proposal of comprehensively governing the party strictly, the education management of
party membe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refined. The development
of party member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education management of party membe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ow to ensure that the students support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have a high degree of consistency has become an urgent problem to be solved. In
screening whether students have the correct motivation to join the party and a firm political ideal
and belief, talks have a direct and irreplaceable role. At the same time, it’s an effective way to
maintain the advanced nature of party members. Applying Marxist indoctrination theory to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alks of the student party members will be a good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f the party members’ talk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y promoting the political literacy of the
instigator of the theory; clarifying the important role of inculcation theory in the conversation;
enhancing the political color of the conversation; and using the scientific and systematic improvement of the indoctrination theory, it can ensure that college student party members have
higher political theory and higher party spi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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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全面从严治党的提出，高校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愈发精细化，党员发展作为高校学生党员教育管理工
作的重要组成环节，如何确保学生党员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政治思想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成为
急需解决的问题。在筛查学生党员是否具备正确的入党动机以及坚定的政治理想信念方面，谈心谈话有
着直接而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是保持党员先进性的有效方式。将马克思主义灌输理论应用于高校学生
党员谈心谈话，能很好的解决目前高校中党员谈心谈话成效不足的问题。通过提升灌输理论实施者政治
素养、明确灌输理论在谈心谈话中的重要作用、提升谈心谈话内容政治色彩、借鉴灌输理论的科学系统
性有效推进高校学生党员谈心谈话的制度化与常态化，保证高校学生党员拥有较高的政治理论素养与较
高的党性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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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尤其是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学生对于各类事物的认知个性化以及自身发展需
求多样化，每个人的主体性越来越得到彰显。由于多元化、个性化的社会价值观念的发展，作为施教和
受教双方人员多少会对马克思主义灌输理论产生错误的理解，简而言之，一味强调马克思主义灌输理论
的单向性传输，强制实施的教育方式，误认为违背当前社会发展追求平等与民主的主体趋势，忽视了马
克思主义灌输理论的科学性、高效性以及社会需求性。

2. 灌输理论的科学内涵
由于人们存在对灌输理论的误解，因此，本文在展开论述之前有必要为灌输理论正名。
灌输理论的产生渊源基于实践科学的发展而生。灌输理论最早出现在 19 世纪 40 年代，无产阶级革
命领袖将灌输用于解释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方式[1]。灌输理论经过几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革命与建设
实践，逐步发展为中国特色灌输理论，在坚定信仰与拓宽灌输方式的基础上，稳步推进社会主义理论灌
输教育。由此可见，灌输论经受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检验，其产生渊于革命的需要，并对革命理论宣
传具有指导意义，是科学且实用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

3. 当前高校学生党员谈心谈话存在的主要问题
自党的十三大以来，每年的报告中都要强调加强党的建设必须坚持从严治党。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四个全面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已经全国铺开。这就要求党员发展以及党员教育工作必须下大力度从
严要求，党员谈心谈话制度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步向制度化、常态化转变，很多高校已经在党员谈心谈话
次数以及内容上有一定的规章制度。但是，随着党员谈心谈话的逐步推进，这一工作中也涌现出突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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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谈心谈话形式过于强调学生参与性，轻视谈话主体的主导性。
党员谈心谈话不同于高校日常思想政治教育，需要谈心谈话的实施主体具有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引
导学生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时刻谨记“在党爱党，在党言党，在党忧党，在党为党”。而从实际情况
来看，很多党务工作者以及学生党员在同党员谈话的过程中走走过场，出现一对多或者多对多的情况，
甚至将谈心谈话通过网络聊天进行实施，简单保证党员参与度，导致谈心谈话形式大于内容。
2) 谈心谈话内容缺少政治色彩，轻视政治理论的宣传与政治方向的引导。
党员谈心谈话是端正大学生入党动机，检验高校学生党员政治理论学习程度以及提升党性修养的重
要方式，在谈话过程中必须始终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结合被谈话主体对政治事件的认识给与公正客观
的评价与指导，确保高校学生党员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从实际情况来看，高校学生党员谈话内容侧
重于学生生活与学习状况，很少涉及如何服务身边师生内容，使政治谈话沦为日常闲谈。
3) 谈心谈话实施过程缺少规划，谈心谈话收效低微。
基于谈心谈话工作的常态化要求，高校中许多党员将谈心谈话仅仅当作一个规定动作来完成。至于
谈心谈话效果如何，并没有出台相应的跟踪反馈政策。党员在谈心之后有没有将政治学习融入日常学习
中；日常行为表现有没有较以往更加体现集体主义；当听到不适当的言论敢不敢与其进行辩论，并加以
引导；下一次谈心谈话应该重点关注哪些问题。这就导致谈心谈话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成为重面子，轻里
子工程，致使谈心谈话的真正意义未能实现[2]。

4. 基于灌输理论提升高校学生党员谈心谈话效果的实施路径
灌输理论植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其具有很强的阶级意识形态，主要用于传播科学社会主义思
想，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也有不可替代的传播正确政治思想的作用。就其特点来说，
灌输理论要求灌输主体具有坚定的政治方向，较高的理论素养，能够在实施过程中起到主导作用；灌输
内容以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先进思想为主，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灌输过程具有科学而高效的系统性，
从认知灌输对象到实施过程再到跟踪反馈步骤分明，收效显著。显而易见，灌输理论的这些鲜明的特点
能够有效解决当前高校学生党员谈心谈话中存在的问题。

4.1. 高校学生党员谈心谈话借鉴灌输理论强调实施主体主导性的特点
针对目前谈心谈话形式大于内容的现状，明确谈话实施主体在谈话过程中的主导性，一方面，督促
谈话主体了解谈心谈话技巧并明确自身角色定位。充分运用灌输教育的正面性，充分告知灌输内容对于
受教育者自身生活、学习、工作的正面导向作用，增强灌输客体受教育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谈话主体
要善于借用党员谈心谈话这一事务的政治色彩，善于树立政治威信，从而更好的进行教育引导。在注重
本身主导性的同时，严格区分主导与专断不同，避免走入“独裁误区”，要充分利用受教育群体的“角
色心理”这一心理效应，学会角色互换，注意运用共情。这样既能高效的提升政治素养，保持党员先进
性，又能调动受教育者的积极性，尊重个体情感需求，变“被动接受”为“主动接受”[3]。

4.2. 高校学生党员谈心谈话借鉴灌输理论强调政治教育的特点
针对当前高校学生党员政治理论素养不强，政治信仰缺失，入党动机功利性的现状，明确谈心谈话
内容要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党员谈心谈话可以开门见山指出了解谈话对象思想政治素养的目的，在谈
话的过程中始终围绕相关政治话题开展，从而实现提升政治理论素养，端正政治方向的目的。谈心谈话
也可以围绕某一时事热点开展，围绕一个点纵向深挖，在谈话的过程中纠正错误的政治言论，实现党员
谈心谈话的政治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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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高校学生党员谈心谈话借鉴灌输理论科学高效实施流程
针对当前谈心谈话存在盲目性以及随意性的特点，科学梳理高校学生党员谈心谈话工作的实施流程，
建立高校学生党员成长档案。借鉴灌输理论具有的逻辑性与计划性，合理有效的将社会主流观点与文化
融入谈话中，提高大学生对社会负能量以及不当言论的辨识度与辩解力[4]。注重谈话对象的分类、了解
谈心谈话自然情况、记录谈心谈话内容、实施谈心谈话的方式、关注谈心谈话的重点、评估谈心谈话的
效果。尤其要做好高校学生党员谈心谈话的记录工作，这是做到对每名高校学生党员情况跟踪反馈的基
础[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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