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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上海交通大学学 生为研究 对象, 通 过分析 和谐社 会对大学 校园环 境、大学 生素质、学

校管理、课外活动等方面提出的要求, 探讨共青 团在构 建和谐 校园中 的作用, 提 出高校 共青团 应该努 力开展和
谐教育、完善服务功能 、加强校 园文化建设、进一步拓展维权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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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的背景与方法
1. 研究背景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关 于加强 党的执 政能力 建设 的决

[ 文章编号] 1672- 8874 ( 2007) 01- 0090- 04
青团工作、课外活动等。其中开 座谈会 3 次, 个别访 谈 28
人次, 均是对调查问卷有关问题的深入及补充。

二、当前大学校园不和谐表现

定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作 为党执 政的重要 目标, 并把

通过对调查问卷获得的数据进行分析及对师生的 访谈,

和谐社会建 设摆在同经 济建设、 政治建 设、文化 建设 并列

结果表明: 目前大学校园 还存在 一些与 和谐社 会的要 求不

的突出位置。建立和谐社 会具有 重大的 现实意 义。构 建社

符合的现象, 如育人环 境有待 优化、大学 生的 素质有 待提

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全面 建设小 康社会 的基本保 障, 是 提高

高、学校管理还不够完善等, 需要引起高校的高度重视。

党的执政能力的必然要 求。高等院 校是培 养社会 主义 事业

1. 育人环境有待优 化

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 要基地, 是 社会肌 体的重 要组 成部

环境的育人作用是 不可低 估的。 和谐向 上的 环境, 可

分, 构建高校和谐校 园是构 建社会 主义和 谐社会 的必 然要

以陶冶情操、启迪智 慧、催人 奋进。 由表一 可以 看出, 认

求, 也是促进高校稳定和 发展的 必然要 求, 还是 我国 高等

为当前大学校园存在的 不和谐 因素主 要有学 校管理 制度不

教育大众化 的必然选择 。因此, 高校 必须要 构建 有助 于大

够完善, 校园存在不 文明现象, 师生 关系疏 远, 个别 同学

学生全面发 展的和谐校 园。和谐 校园的 内容十 分广 泛, 需

有不道德现象, 校园 环境 不够整 洁、优 美、宁静, 个 别教

要各个方面、各个部门齐 心协力。本 文主要 研究 怎样 为建

师师德较差, 同学关系不和谐等。

立和谐校园, 更广泛、更深入 地把团 员的积 极性 投入 到提

由表一可看出 有 251 22% 的同 学认 为理 想中 的校 园应

高广大青年 的综合素质 , 培养高 质量的 人才上 来, 把 团的

该具备绿色、整 洁、优 美的 环 境, 在 排 名中 占 到第 三 位。

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大学校园的育人环境 , 应有良 好的硬 件与软 件, 良好 的硬

2. 研究方法

件并不仅仅表现为校 园的大 小, 有无 标志性 大楼, 绿 化如

本调研采用问卷调 查、资 料查阅、 座谈会、 个别 访谈

何, 更重要的是实验 室设备如 何, 图 书馆的 图书 数量, 体

等多种方式。在问卷调查 方面, 本次 调查对 象主 要是 交通

育活动场所、生活设 施怎样, 是 否满 足大学 生的 学习、生

大学在校本科学生, 各个年级同学均有, 采用抽样调查法,

活、成 才 的 需 要, 同 时 还 需 要 有 人 性 化 的 管 理 制 度

共计发放问 卷 500 份, 回 收有效 问卷 423 份, 问 卷回 收率

( 271 54% ) , 以及良好的 校园 文化 氛围 ( 261 04% ) 和和 谐的

为 8416% , 其中男生 287 人, 女 生 213 人。其 样本分 布基

人际关系( 22% ) 。

本与实际分 布吻合。访问 对象有 一般学 生, 还有 部分 学生

2. 大学生的素质不 够和谐

干部和老师。调研目的旨 在以上 海交通 大学为 依托, 围绕

和谐社会要求高校 培养的大 学生 和谐发 展。前苏 联教

构建和谐社会, 深入调查、了 解教师 和学生 对和 谐校 园的

育家苏霍姆林斯基 是 / 全面 和谐发 展理论0 的提 倡者, 他

看法, 给和 谐校园以明确定义, 研究和谐校园的构成要素,

提出学校的主要任务就是 / 培养全面和谐发展的人0 。他认

为大学生的成才创造一 个良好 的育人 环境, 进而 将交 通大

为全面和谐发展的人 , 是高尚 的思想 信念、良 好的科 学文

学共青团的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本次调查共设有 50 个

化素养、健全的人格与 体格发 展等融 为一体、 和谐统 一的

问题, 其中封闭题 49 个, 开放题 1 个。问卷内容涉及 校园

人。本文所说的 / 和谐 发展0 是 指符合学 生身 心成长 规律

环境、校园氛围、大学教 育、大学 生素 质、学 校管 理、共

的、体现时代要求的发 展。大学生 的和谐 发展 应包括 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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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存在一些问题。

的全面和谐发展是和谐 校园的 重要标 志, 但现在 大学 生的
表一
问

题

1. 理想中的校园应该具备
( 按重要性从左到右排列)

3. 大学校园存在的不和谐
因 素 ( 可多 选)

选

项

A 绿色、整洁、优美的校园环境 251 22%
C 全员育人的气氛 19124%
E 人性化的管理制度 27154%
G 师生关系密切 111 94%
I 其它 4%
A 校园环境不够整洁、优美、宁静 131 05%
C 同学关系不和谐 81 17%
E 个别教师师德较差 12109%
G 个别同学有不道德现象 141 05%

B 有人文景观、文化氛围 261 04%
D 完备的后勤配套服务 21122%
F 同学关系融洽 101 26%
H 丰富的课外活动 141 56%
B 校园存在不文明现象 271 15%
D 师生关系疏远 20138%
F 学校管理制度不够完善 311 07%
H 其它 215%

表二
问

题

2. 大学生应该具备的素质
( 可多选)
5. 大学生主要存在哪些
问 题 ( 限选 一个)

22. 对学习不感兴趣 的
原因
29. 心理状况自我评 价

选

项

A 团队协作 521 35%
C 爱国 1118%
E 创造力 91 23%
A 网络道德失范 181 49%
C 逃课 39173%
E 非法同居 31 7%
G 上网成瘾 121 5%
A 对专业不感兴趣 161 23%
C 对未来的迷茫 23156%
E 思想问题 51 75%
A 心情舒畅有信心 361 14%
C 感觉压力很重, 心情烦躁占 81 43%

B 诚信 30117%
D 奉献精神 91 8%
F 爱心 61 83%
B 偷盗 17129%
D 考试作弊屡禁不止 16116%
F 诚信缺失 1419%
H 人格缺陷 7109%
B 教师的讲授( 枯燥无味、
照本宣科) 等 2416%
D 没有学习动力 27174%
B 有压力, 但是还能承受 481 79% ,
D 信心不足, 心情郁闷占 61 62%

其一, 大学生的道德素质有所下降。 由表二可以 看出,

不能一味责 怪学 生, 我们 的个别 上课 老师也 有问 题, 课程

在大学生应 该具备的 素质 中, 大学 生比较 看重 团队 协作和

设置也有不 尽合 理之处, 高校需 要转 变观念, 有些管 理制

诚信, 团 队协 作 521 35% , 诚 信 301 17% , 但 爱国 1118% ,

度也 需要改革。

奉献精神 91 8% , 比例 太低。这说 明大学 生比较 注重 自我,

其三, 大学生 的心 理健康 问题 不容乐 观。大 部分 同学

对集体、对 社会、对国 家的 责任 感还比 较欠 缺。从表 一看

心理 状况自我评价正常。心情舒畅有信心 36114% , 虽然有

出, 校园存在不文明 现象, 在 大学 校园存 在的 不和 谐因素

压力 , 但是还 能承受 48179% , 但还有一部分同学感觉压力

中, 名列第 二位, 仅次 于学 校管 理制度 不够 完善。由 表二

很 重, 心 情 烦 躁 占 8143% , 信 心 不 足, 心 情 郁 闷 占

还可看出, 在大学生 存在 的主 要问题 中除 了逃课、 上网成

6162% 。比例虽不 高, 但绝 对数 不少。 部分 同学 有焦 虑倾

瘾外其它均与道德有关, 如网络道德失范 18149% , 位列第

向, 个别同学 甚至有心理障碍。

二, 其次是 偷盗 171 29% , 考试 作弊屡 禁不止 16116% , 还

3. 学校管理不够完善

有诚信缺失 1419% 等。这说明 个别大 学生的 道德素 质确实

高等院校的管理 应以 人为本 , 所谓以 人为 本, 就 是要

令人担忧。

以学 生为本, 要以培 养人、教 育人 作为一 切工 作的出 发点

其二, 大学生 对于 学习 重视不 够。学习 是大 学生 的主

和落 脚点, 要 在教育过程中促进学生的 全面发展。但 目前,

要任务, 他们的学习 态度、行 为直 接关系 到高 校教 学质量

大学生的管理工 作还 存在不 少问 题, 有碍 于充 分发挥 学生

的改进, 学生整体素 质的 提高 等重大 问题。但 现在 各高校

的聪明才 智 和学 习积 极 性, 甚 至束 缚了 他 们的 智力 发 展。

普遍出现了 程度不同的 / 厌学风0 , 交大 也不例 外, 大学生

比如现在 有些学 院对 学生 不放心、 不信任、不 放手 , 仍然

逃课占到 301 73% , 在大学 生存在 的主要 问题中 位列 第一。

进行 家长式的管理, 规定了许多 / 不准0 、/ 不能0 等条例,

由表二可以 看出, 认为 同学对 学习 不感兴 趣的 原因 主要有

有的学院在管理 中主 要是立 足于 不出 问题, 而 不是立 足于

没有学习 动力、教 师的 讲授不 生动、对 未来 的迷 茫、对专

发展 学生的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培养。

业不感兴趣, 个别是有思想问题。因 此, 对于大学生 逃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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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问

题

44. 学生和学校出现 矛盾
的 原因 ( 限 选一项)

48. 哪个部门的工作 急需
改 进 ( 限选 一项)

选

项

A. 教师授课水平差 131 43%
C. 教师师德差 151 67%
E. 班主任不公正 81 95%
G. 规章制度不完善 191 4%
A 专业教学工作 301 16%
C 学生管理工作 10184%
E 实验室等工作 61 4%

B. 教师普通话不好, 听不懂 91 7%
D. 班主任不关心学生 8195%
F 学校管理工作有漏洞 221 38%
H 其它 1149%
B 教学管理工作 181 98%
D 后勤服务工作 29115%
F 其它 11 01%

由表三可看出, 在学生和老 师, 学生和学校出现矛盾 的

4. 课外活动的吸引力和参与度还不够

原因分析中, 学校管理 工作有 漏洞 22138% , 名列第 一, 规

大学教育不仅要重视 / 第一课堂0 即正 式课程的 学习,

章制度不完善 19140% , 名列第二, 两项合计 411 78% 。由此

也要有 / 第二课堂0 等 潜在 课程 的潜 移默 化, 才 能完 成大

看来, 学校管理工作的水平是学生和学校出现矛盾 的主要原

学全面育人的目 标。课外 活动 不仅 为大学 生提 供了一 个展

因, 远高于教师师德差和教师授 课水平差等因素。管理工 作

示、表现、提高、发 展自 己的 领域, 为 大学 生发 展兴 趣爱

的漏洞表 现在 专业教 学工 作、后 勤服 务工 作、 教学 管理 工

好开辟了广阔的 舞台, 还 可以 使学 生把课 堂上 学到的 知识

作、学生管理工作等方面。以后勤管理为例, 个别宿舍管 理

经过自身的消化 吸收 以后释 放出 来, 转化 成学 生自己 的知

员和值班学 生在 工作中 有疏 漏, 宿 舍出 入制 度执行 不够 严

识和创造 力, 对培 养学生 的动 手能 力、科研能 力、社 交能

格, 可能给个别有偷窃邪念的学生提供了可乘之机。

力、组织能力 、创新能 力很有好处。
表四

问

题

21. 对团委学生会工 作
的 评价 ( 限 选一项)
49. 共青团工作存在 的
主 要问题 ( 限选一项)

选

项

A 课外活动丰富多样, 有吸引力 6166%
C 班团组织生活定期开展, 有质量 121 66%
E 社会实践活动缺乏 16%
A 干部选拔不公开、不公平 141 8%
C 课外活动娱乐性强, 社会性、
研究性少 1813%
E 渠道不畅通, 团干部与普通团员交流太少
231 5%
G 推优机制不完善 618%

B 课余生活单调 211 33%
D 班团组织生活太少, 质量不高 23133%
F 活动参与度不够 191 33%
B 不民主, 普通团员没有发言权 101 8%
D 团务不公开, 很多事情团员不知道 813%
F 团干部服务意识淡漠 161 8%

由表四可看出, 学生普遍认 为课余生活单调, 班团组 织

校的实际, 把 大学 校园建 设成 为环 境整洁、优 美, 人 文气

生活太少, 质量不高。对团委学生会工作的评价 中: 课余 生

息浓 厚, 人际 关系平 等、民 主、和 谐, 管理 有 序、服 务完

活单调 211 33% , 班团组织生活太少, 质量不高 23133% , 而

善的大学校园 。高校共 青团如何更好地适应 当前的新 形势,

课外活动丰富多样, 有吸引力仅占 61 66% 。班团组 织生活定

发挥自身独 特的 政治优 势、组织 优势 和活动 优势, 加 强职

期开展, 有质量 也仅占 121 66% , 社 会实践 活动 缺乏 16% ,

能建设, 参 与 构建 和谐 校 园, 进 而构 建 起新 的 工作 格 局,

活动参与度不 够 191 33% 。经 调查, 参加过社团 等课外活 动

我们 认为可从以下几方面做起。

的学生为 721 12% , 但还有 271 88% 的同学从没有参加课外活

1. 开展和谐教育, 促进大学生和谐发展

动, 这与课外活动质量不高有一定关系。另外, 共青团工 作

共青团教育 由于 具 有明 确 的目 的 性、显 著 的实 践 性、

存在的主要问题: 名列前四位的 是渠道不畅通, 团干部与 普

高度的主动性以 及很 大程度 的直 接性 和现实 性, 在青 年教

通团员交流太少; 课外 活动娱乐 性强, 社会 性、研 究性少;

育中有着不可替 代的 作用。共 青团 开展和 谐教 育可从 以下

团干部服务意识淡漠; 干部选拔不公开、不公平。说明在 构

几方 面入手: 首先, 共 青团应以制度建 设为保证, 以 公平、

建和谐校园的过程中共青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公正、公开为 原则, 发 挥制 度建设 的导 向、激励 和规 范作

三、共青团参与构建和谐校园的对策

用。制度是一 切管 理的基 础, 是化 解冲 突、消除 矛盾 的依
据, 是判别是 非的 标准, 是 协调关 系的 准则。共 青团 要努

构建和 谐校 园必须 树立 / 以人为 本0 的 理念, 要 以学

力营造有利于学 生成 长的环 境, 创 造性地 开展 教育管 理工

生的和谐 发展 为本。和 谐发 展离不 开学 校教育。 实施 / 和

作, 就要逐步 建立健 全各 种制度, 比如三 好学 生的评 选和

谐发展0 教 育, 必须 切实 转变教 育观 念, 真正 做到以 人为

公示 制度, 在 发展党 员过 程中的 团支 部推优 制度, 选 拔团

本, 以学生 为本。构建 和谐 校园, 必 须按 照党的 十六 届四

委学生会干部的 选举 制度, 团 支书 定期换 届和 民主选 举制

中全会提出的 / 注重激发社会活力, 促进 社会公平和 正义,

度, 团员代表 大会 制度等 等。其次, 以团员 先进 性教 育为

增强全社会的法律 意 识和 诚 信 意识, 维护 社 会安 定 团 结0

挈机, 增强团 员意 识, 提高 大学生 的道 德素质 。高校 团组

的要求, 紧紧围绕改 革发 展稳 定的大 局, 紧密 结合 高等院

织要把加强大学 生思 想政治 教育 工作 摆在突 出位 置, 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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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在教育、团结和 联系 大学 生方面 的优 势, 竭诚 为大学

不少 问题, 其 中有些 矛盾 是因为 学生 与教师、 学生与 学校

生的成长成 才服务。基 层团组 织要 针对大 学生 关心 的热点

之间缺乏沟通和 理解 造成的。 由于 共青团 与大 学生联 系最

问题, 采取 行之有 效的 思想教 育形 式, 适时 抓住 时机, 在

为紧密, 而代表和 维护青 年利 益又 是党赋 予共 青团组 织的

团支部内展开讨论、演讲, 制定个人计划, 形成良好风气。

重要职责。因 此, 共青 团可 以充分 发挥 桥梁作 用, 在 学生

2. 加强服务功能, 为大学生的和谐发展提供支持

和学校之 间搭建 桥梁、促 进沟 通。第一, 可 引导 学生 积极

共青团的服务功能, 是指共青团的各项工作都 必须以全

有序地参与学校 民主 管理。公 众参 与是实 现民 主管理 的重

面关心青年的成长为出发点。共 青团要服务于青年, 就应 当

要形 式, 它是 从源头 上减 少矛盾、 实现和 谐校 园的有 效途

在帮助青年解决学习、就业、恋爱、社交等问题方面进行 实

径。比如与有 关职能 部门 联合召 开关 于学生 奖惩、宿 舍管

实在在的努力。为青年服 务是广泛团 结青年 的前提。首先,

理等制度修改的 专题 会议, 为 学生 参与学 校管 理提供 政策

从创建和谐团支部、和谐 班级等入手, 开展 争优创 先活动,

保障等。第二, 可 在学生 会下 面设 立一个 大学 生投诉 维权

营造良好的学风、班风、校风, 以增 强基层 团组织 的活力、

中心 , 接受校 团委的 指导, 专 门受 理广大 同学 对学校 各方

影响力。班级团组 织是高校共 青团组织 最重要的工 作基础,

面工作的监 督, 及时 反馈 学生思 想动 态, 使学 校了解 学生

而目前高校的班团组织生活较少, 质量不高。大学生的课 余

切实 需求, 改 善工作 和服 务, 在学 校和学 生之 间架起 沟通

生活单调的问题突出, 其主要原 因是活动经费缺乏, 使得 团

和服务的桥梁。还可设立学生提议信箱、/ 党委书记0 、/ 校

组织的影响力和凝聚力受到一定的影响。作为共青 团组织要

长0、 / 团委书记0 信箱等, 还可开 辟校 内 BBS, 欢迎 学生

开拓思路, 明确量化考核指标, 定期进行检查评 比, 并提 供

对学校的管理提 出意 见和建 议。为 广大大 学生 的利益 诉求

资金支持, 使构建 和谐校园落 到实处并 促进团的自 身建设。

和意 见表达提供一个畅通的渠道。

其次, 要把注意力放在促进大学生成长成才上, 遵 循 / 以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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