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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兰天袁冯伟燕

渊南京医科大学学生工作处袁江苏 南京 圆员园园圆怨冤
摘

要院高校辅导员是一种重要的教育资源袁在教育公平广泛受到重视的今天袁高校辅导员既是

教育公平程度的感受者袁也是教育公平的主要推动者袁还是教育过程中某些不公平现象的引发者袁
同时又是实现教育公平理想最直接的践行者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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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社会袁教育公平已成为了人们高度关注的

而管理者的身份对教育资源的分配与使用起决定作

重点遥 但在研究教育公平问题的过程中袁人们较少

用遥 因而高校辅导员不仅对学生的学习和成长有影

从高校辅导员角度进行探讨遥 实际上袁高校辅导员

响袁更对教育的公正与否有着深远的影响遥但高校辅

在教育公平理想的实现过程中袁承担着多重角色袁有

导员要想把学生工作做到尽善尽美袁 就必须准确定

着重要的地位并且对教育公平的实现起着深远影

位自己的多重角色且正确协调多重角色之间的转

响遥

换遥

一尧高校辅导员在教育公平中的重要地位
野高校辅导员是高等学校从事德育工作尧开展学

二尧高校辅导员在教育公平中的多重角色
渊一冤高校辅导员是教育公平的感受者

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袁是学生健康成长的指

我国一些学者对教育公平问题进行探索与研究

导者和引路人遥 冶 在日常工作中袁辅导员与管理干

始于上个世纪末遥 教育公平就是教育的一种基本价

部的双重身份袁决定其不仅是学生日常生活的管理

值观念和基本行为准则袁是人与人的利益关系袁以及

者袁还是学生思想教育工作者袁更是学生学习与成才

人们受教育的权利不受歧视遥一般认为袁只有学生才

的引路人遥 中央 员远 号文件指出院野辅导员尧班主任是

是教育公平的感受者遥 然而高校辅导员同样也是教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袁辅导员按照党委

育公平的感受者遥从教育实践看袁教育公平与否也会

的部署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袁班主任

对高校辅导员的工作尧 辅导员的成长产生积极的作

负有在思想尧学习和生活等方面指导学生的职责遥 冶

用或消极的影响遥近年来关于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袁

咱员暂

教育部 员远 号文件也指出院野要加强辅导员和班主任

已有学者注意到这个问题遥 如有些学者认为袁野教育

队伍建设袁倡导选聘劳动模范尧技术能手作为辅导

公平不仅包括受教育者的教育公平袁 而且还包括教

员冶遥此外袁高校辅导员作为教育与管理者袁对教育资

育者的教育公平遥 冶咱猿暂但是在学习型社会里袁高校辅

源起重要的分配与协调作用遥 野教育资源包括人力

导员同学生一样也是学习者袁 也是需要不断更新知

与物力资源遥 人力资源主要是指教师袁物力资源主

识尧终身接受教育的受教育者遥 然而袁经济发达地区

要包括校舍尧教学仪器设备尧图书等遥 人力与物力资

高校辅导员的学习条件要优于贫困地区的高校辅导

源的货币表现为财力资源即教育经费遥 冶

辅导员

员袁前者的学习机会也多于后者袁学习条件的差别产

作为教育者袁其本身便是教育资源的一种体现形式袁

生了高校辅导员受教育的条件和机会不同袁 出现了

咱圆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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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不公平现象袁这种教育不公平现象导致的恰恰

非圣人遥这就导致高校辅导员在处理学生工作时袁难

是高校辅导员发展机会的不均等袁最终让学习条件

免会出现不公平现象遥

差的高校辅导员感受到教育的不公平遥

首先袁作为一个普通人袁高校辅导员难免会有喜

渊二冤高校辅导员是教育公平事业的推动者

恶遥 这就导致高校辅导员在处理学生问题时难免会

高校辅导员作为学生的生活管理者尧思想教育

有所偏差遥 部分辅导员对成绩好的学生管理宽松并

者和人生引路者袁不仅要做好大学生的思想教育工

给予积极的鼓励袁 而忽略了对表现不突出学生的管

作袁更要努力地融入到大学生学习和生活中的各个

理遥在班委和学生会选举中袁高校辅导员更倾向于任

环节遥 要公平公正地处理学生工作袁从教室到宿舍

命学习成绩好的袁平时听话的学生担任班干部袁为这

乃至到食堂袁为实现教育公平尽心尽力遥

些学生提供了更多的锻炼机会袁 而忽略了选举的公

首先袁高校辅导员是学生日常生活的统一管理

平公正原则和学生的自身能力遥 对于表现不突出的

者遥 野统一管理冶就是指辅导员在学生的日常生活管

学生袁辅导员给予关心比较少遥辅导员这种对于不同

理中袁保持一颗公平的心袁一视同仁袁从不偏私遥 辅

层次给予不同关注的做法袁不但打击了学生的学习尧

导员与每个学生在管理上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

锻炼的积极性袁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袁引发了教育资源

系袁所以应客观地对待每一个学生袁每一件事袁不加

的不公平分配遥

入自己的主观色彩遥 无论是在学习上袁还是在生活

其次袁由于学生存在差别袁需要高校辅导员公平

中袁无论是在班委选举上袁还是在奖学金评定上袁高

的对待他们袁但不能完全一致的对待遥 然而袁部分高

校辅导员都应该公正客观地对学生进行适当的鼓励

校辅导员在学生工作的处理上不能充分考虑到个体

与批评袁奖励与惩罚袁为每一位学生的发展提供平等

差异袁出现了一些不公平对待的现象遥一方面是教育

的机会遥

机制本身的缺陷袁社会尧学校都比较注重人的语言与

其次袁高校辅导员是公平思想的宣传者遥 高校辅

逻辑尧数字能力袁而忽略了其他的能力遥 高校辅导员

导员不仅要在自己处理学生工作时遵守公平公正的

在教育尧评优的过程中采取与之相应的标准袁学生的

原则袁还应积极培养学生的公平意识袁加深学生对公

其他能力考虑偏少袁 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学生的发

平公正的理解遥 作为学生思想教育工作者袁高校辅导

展遥另一方面袁高校辅导员从事的是一项充满情感的

员的一举一动都会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遥 在

工作袁需要他们与学生之间进行情感交流袁如果高校

学生会议上高校辅导员都应该向学生传授公平公正

辅导员对学生的期望和关注存在差异袁 就会导致学

的思想袁提高学生的思想觉悟遥 同时在处理学生工作

生发展水平存在差异袁从而产生教育的不公平遥

时袁也要恪尽职守袁公平公正袁要带头做好榜样遥 教育

还有在学生日常生活管理上袁 要进行人性化管

公平理想的实现需要学生尧辅导员尧教师以及全社会

理袁对疾病或伤残的学生要给予一定的关怀和呵护袁

的共同努力袁 所以高校辅导员必须担当起宣传教育

而不能机械化地统一管理遥总之袁高校辅导员在处理

公正思想的责任袁并且身体力行袁以身作则遥

学生工作时袁不仅要做到公平公正袁还要做到富有人

最后袁学生在学习方面可能会与同学尧老师之间

性化和同情心遥两者缺一都会引起学生的不满袁以及

出现矛盾袁这种情况下袁高校辅导员应以学生学习问

学生之间的不和谐袁更会影响教育的公平性遥 然而袁

题协调者的身份帮助协调解决袁对矛盾进行充分的

由于现在的高校辅导员趋于年轻化袁经验缺乏袁很难

调查和缜密的分析袁寻求合适的解决方法遥 辅导员

把握好人性化与公平公正两者之间的平衡袁 从而导

必须站在公平公正的角度来协调矛盾袁避免偏袒任

致在学生工作上出现了一系列问题袁 导致了很多教

何一方遥 由于辅导员特殊的身份袁在学业统一规划袁

育不公平现象遥

以及对留级生尧差生的帮助中袁辅导员都在一定程度
上推进了教育的公平遥

三尧高校辅导员是教育公平理想的践行者

总之袁无论是在学生的日常管理上袁还是在学生

教育公平理想的实现需要学生尧家长尧教师尧教

的思想教育上袁或是在学生学习矛盾的协调上袁高校

育管理者以及全社会的共同努力遥 作为教育公平的

辅导员对教育公平事业都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遥

感受者袁教育公平事业的推动者袁教育不公平现象引

渊三冤高校辅导员是教育不公平现象的引发者

发者的高校辅导员和教育公平更是关系密切遥 因而

辅导员一旦走进学校面对学生袁就应当尽量将

高校辅导员也是教育公平理想的践行者遥 教育公平

自己的好恶搁置袁而以理智公平的眼光和宽广的胸

理想的实现与高校辅导员息息相关遥 为了实现教育

怀对待每一位学生遥

咱源暂

然而辅导员毕竟是普通人袁而

公平的理想袁 加强对高校辅导员的重视是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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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遥 不仅要强化高校辅导员的公平意识袁还要促进

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袁 而是一种对应的权利与

辅导员实践教育公平的制度建设袁更要建立相应的

义务关系遥 因此高校辅导员应当将教育关系作为一

监督机制袁对高校辅导员进行有效的监督遥

种法律关系来看待袁 应当将尊重受教育者的合法权

渊一冤强化高校辅导员的教育公平意识

益作为教育者的首要义务袁在行使教育管理权时袁考

中共中央尧国务院叶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

虑的不应当是如何野处置冶学生袁而应当是这样处置

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曳中指出院野所有从事大学生

是否合法尧是否会侵犯受学生的合法权利袁应真正将

思想政治教育的人员袁都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袁加

学生作为一个平等的法律主体来对待遥

强思想道德修养袁增强社会责任感袁成为大学生健康

激励制度袁 提高辅导员的福利与待遇是实现教育公

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冶遥 作为高等院校学生思想

平关键性的措施袁 只有在个人生活没有忧虑的基础

政治教育工作者袁辅导员需要努力加强自身的理论

上袁高校辅导员才会专心于自己的工作袁才会有心思

修养袁在思想上必须明确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党

去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袁 对于外界的诱惑才更有抵

咱愿暂

最后袁建立

咱远暂

制力袁才会更好的发展自己遥 只有综合素质提高了袁

的公平意识袁培养其慎独思想遥

才不会出现高校辅导员在日常管理中徇私偏袒袁厚

的教育方针遥

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强化高校辅导员

只有具备了公平意识袁高校辅导员在处理学生
工作时才能做到公平公正袁才不会出现上文所说的

此薄彼的行为袁 才不会出现高校辅导员在处理学生
工作时力不从心袁无从下手的状况遥

由高校辅导员引发的一系列教育不公平现象袁才能

渊三冤建立对辅导员的有效监督机制

促进高校辅导员推动教育公平事业的发展遥 因此袁

良好的教育当然离不开有效的监督袁 要想实现

强化辅导员的教育公平意识袁是高校辅导员为实现

教育公平理想袁 要想高校辅导员能够积极地推动教

教育公平理想作出应有贡献的基础和前提遥 要加强

育公平事业的发展袁 不仅需要强化高校高校辅导员

高校辅导员的教育公平意识袁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进

的公平意识袁提高高校辅导员的福利与发展机会袁还

行理论培训和思想教育遥 学校可以大力开展相应的

应该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遥首先袁学校应对辅导员进

辅导员教育公平培训班或相关会议遥在培训过程中袁

行相应的监督袁 要求高校辅导员定时的进行工作汇

提倡经验丰富的辅导员分享经验教训供年轻辅导员

报以及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反思袁 帮助辅导员总结

借鉴袁鼓励辅导员之间相互交流讨论工作心得袁并进

管理经验遥事关学生利益的事情张榜公示袁并接受学

行相应的思想汇报遥 鼓励高校辅导员之间相互学习

生部门及院系领导并不定时的抽查袁 以防止高校辅

借鉴袁丰富处理相关学生工作的经验袁促进高校辅导

导员在工作中出现徇私偏袒的不公正现象袁 同时可

员协同发展袁共同提高教育公平意识遥 同时要积极

以防止高校辅导员出现工作懈怠现象遥其次袁要建立

宣传和落实国家有关教育公平方面的相关政策袁与

家长对辅导员的监督机制遥 家长可不定期地来学校

时俱进地培养高校辅导员的公平公正思想遥 为高校

参观袁了解辅导员的工作内容袁对高校辅导员的工作

辅导员提供教育公平思想的理论依据袁使辅导员在

进行评价袁 从而达到对高校辅导员的有效监督遥 再

日常工作中有理可依袁有据可循遥

次袁 政府及相关部门也应对高校辅导员进行相应的

渊二冤促进辅导员实践教育公平的制度建设

监督遥如对高校进行视察袁了解在校学生相关的意见

当然仅仅强化高校辅导员的公平意识是远远不

反映遥 一经发现严重的腐败尧权钱交易现象袁给予严

够的遥 野辅导员队伍建设要向专业化尧职业化和专家

厉处分遥

因此加强制度建设至关重要袁首

最后袁还应建立相关的社会舆论监督袁对高校辅

先袁建立辅导员考核制度袁对于辅导员的考核工作袁

导员的不公平尧不公正行为进行曝光和舆论谴责遥督

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式袁对辅导员履行岗位

促高校辅导员严于律己袁公平公正地处理学生事务遥

职责的情况和工作实绩进行考核袁其中学生对辅导

在有效监督下袁 具备教育公平意识和综合素质的高

员的评价作为重要的考核指标袁以充分调动辅导员

校辅导员才能成为教育公平理想的践行者袁 才能真

的工作积极性袁 促进辅导员教育管理中的公平性遥

正为教育公平做出积极贡献遥

化方向发展遥 冶

咱苑暂

其次袁建立尊重学生权益的制度遥 以学生为本袁必须

作为教育公平的感受者袁 教育公平事业的推动

要建立在尊重学生权益的制度遥 长期以来袁在教育

者袁 教育不公平现象的引发者以及教育公平理想的

过程中袁权力的设置和运用常常只受道德标准的衡

践行者袁高校辅导员的工作任重而道远遥但是要实现

量与限制袁而缺乏法律规范遥 在依法治国的语境下袁

教育公平这一美好理想袁不仅需要高校辅导员袁需要

教育者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已不再是一种简单的管理

学生袁需要教师袁还需要社会各界袁需要我们每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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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共同努力遥
参考文献
咱员暂

李忠军援 高校辅导员工作案例研究方法与实证咱酝暂援 人

咱圆暂

王善迈援 教育公平的分析框架和评价指标 咱允暂援 北京师

咱猿暂

张良才袁李润洲援 关于教育公平问题的理论思考咱允暂援 教

咱源暂

民出版社袁圆园员园渊员园冤院怨
范大学学报渊社会科学版冤袁圆园园愿 渊猿冤院怨猿原怨缘

育研究袁圆园园圆渊员圆冤院猿缘原猿愿
芮晓雯援 高校辅导员工作是和谐教育的基础 咱允暂援 产业

咱缘暂
咱远暂

窑圆圆员窑

与科技论坛袁圆园员园袁怨 渊怨冤院员怨圆原员怨源

陈军绘援 刍议高校学生辅导员的角色分析 咱允暂援 南方论
刊袁圆园园远渊员园冤院远苑原远愿
汪

伟援 浅谈如何做好高校辅导员工作 咱允暂援 中国校外

教育渊理论冤袁圆园园怨渊怨冤院缘缘

咱苑暂 李小虎援 基于生态位理论的高校辅导员专业化尧职业化
建设 咱允暂援 四川理工学院学报 渊社会科学版冤袁圆园员员袁圆远

咱愿暂

渊缘冤院苑缘原苑愿

边洪强援 高校辅导员教育管理中的公平问题探析咱允暂援
西昌学院学报渊社会科学版冤援圆园员员袁圆猿渊员冤院员园苑原员园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