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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学生社团的建设与发展对策

山云虎
(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陕西 西安 710300)

摘 要: 学生社团在学生成长中的重要性已经受到普遍的重视和广泛的关注，很多高校对学生社团的建设给予了多

方面的支持，采取多种措施有效地激发了学生参与社团活动的积极性，学生社团充分发挥了学生自我管理、自我发

展、自我服务的作用。我们要遵循社团发展的规律，使其以特色求发展、以规范求提高，从而使其充分发挥其育人

职能。

关键词: 学生社团; 高职院校; 建设与发展

中图分类号: G7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94007 － ( 2013) 04 － 0035 － 03

近年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由外延向内涵发展

的转变，学生社团在学生成长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教育工作者的广泛关注和高度

重视，很多高职院校对学生社团的建设给予了多方

面的支持，他们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采取多种措施

有效地激发了学生参与社团活动的积极性，不仅从

学生社团的数量上有明显的增加，而且从开展活动

的质量上也有了较大的提高。但是，与一些发达国

家职业院校相比，我们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在很多

方面还需要我们在工作实践中不断的改进和完善。

1 建设学生社团的重要性

1． 1 学生社团是学生自我管理、自我发展、自我服

务的一个重要阵地

众所周知，在学校里边任何一个学生，都有一定

的优点和缺点，也都有一些兴趣和爱好，特别是一些

学习有困难的同学，虽然学习不好，行为问题相对较

多，但并不是一无是处，他们的身上也有闪光点，也

有一定的兴趣和爱好，甚至是特长。我们很多学校

由于条件的限制，并没有给广大学生提供更多的自

我表现机会和场所，更不会考虑到学习和表现有困

难的同学，这样就使他们旺盛的精力无处释放，最终

发泄到了不该发泄的地方。学生社团虽然是以共同

的兴趣、爱好、追求为基础而自愿参加的学生组织，

但是它们具有较强的凝聚力，在自我管理、自我发

展、自我服务等方面是第一课堂所不能替代的，所以

学生社团建设应该得到充分重视。
1． 2 学生社团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平台

从大学生个体成长和发展的角度看，参与社团

活动对学生良好个性、品格、素质的培养，是能令学

生终身受益的宝贵经历。对于我们职业院校来说，

学好专业知识固然重要，但是，培养学生的兴趣爱

好，发挥其特长的优势也是不容忽视的。学生根据

自己个人的兴趣爱好自愿参加的各种社团活动，能

够较好地发挥学生在加强素质教育过程中的积极性

和主动性，有益于学生在满足自我需要的同时，通过

广泛的渠道来锻炼才干、增长知识、活跃思想、启迪

思维、调节情绪、发展个性、实现价值、促进综合素质

的全面提高。所以参与学生社团，是丰富学生校园

生活，扩大求知领域，培养兴趣爱好，丰富内心世界

的重要方式，也是大学生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
1． 3 学生社团是学校校园文化建设的有效载体

学生是校园文化建设的主体，丰富多彩、形式多

样的社团活动是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和方式。



目前，随着高职院校规模的扩大，学生数量的增多，

给校园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精彩纷呈的社团活动和广大学生良好的精神风貌，

给校园文化注入了巨大的生机和活力，对建设良好

的校风、学风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也对学校精神

文明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有利于学校各项

工作的开展，从而使充分发挥其育人职能。

2 学生社团的现状

学生社团在国外大学的发展具有相当长的历

史。美国是一个崇尚组织社团的国家，其社团组织

形成可追溯到殖民地时期。二战以后，美国高校学

生工作的指导思想逐步由注重智力培养转变为注重

“完整学生”的培养，他们秉承“以学生为本、以育人

为中心、以实现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的工作理念，

强调学校的一切工作必须以学生为中心，一切围绕

学生的成长，满足不同天赋、不同需要、不同目的、不
同个性学生的多样化需要，通过多样化的项目打造

学生核心竞争力，着力提升其领导力、沟通能力、执
行力、团队精神和责任感等综合素质，最终实现学生

的全面发展。
在我国，由于各种约束的限制，学生社团的发展

一直相当缓慢，改革开放以后，学生社团才开始逐步

得到发展。但由于种种原因，学生社团没有真正发

挥应有的作用，特别是高职院校的情况尤为突出，导

致很多学生社团对学生没有吸引力，使学生社团缺

乏生命力。
2． 1 学生对学生社团建设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从学生层面而言，在日益激烈的就业竞争压力

下，大学生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专业课的学习中，

热衷各种职业证书获取。从学校层面而言，则是对

学生的技能培养和知识积累比较重视，而对学生内

在潜力的挖掘和个性、品格等综合素质的塑造关注

不够。因而在学生社团的设立方面，不是根据学生

的需要而组建，而是根据政治或学院的需要而组建。
有的社团出现虎头蛇尾、甚至是有始无终的现象; 有

的社团仅仅热衷于娱乐，组织松散，管理混乱，根本

就谈不上发挥育人功能。
2． 2 学校对学生社团建设的投入不足

在人力、物力等方面的投入，是能少尽量少，致

使一些学生社团出现“三无”现象，即无经费、无场

地、无指导老师。高职院校很多都是由中等职业学

校升格而成的，在经费和场地的提供上都是比较紧

张的，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有些领导存在着

“学生社团就是蹦蹦跳跳、写写画画的事，还用花什

么钱”的思想，从而导致学生社团的组织者和管理

者只能应付差事，敷衍了事。
2． 3 学生社团活动层次较低

近年来，学生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其发

展速度远远超过学校的承受能力，致使学校对学生

社团建设无暇顾及，许多学生社团缺乏老师的指导，

学生自行管理，独自运行; 还有一些学生社团虽然有

指导老师，但因为指导老师是义务而且是兼职，不可

能投入过多的精力，就使得学生社团活动一直处在

低成本、低效率、低水平的状态下运行。这样不但学

生社团活动层次较低，而且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3 新时期学生社团建设应采取的对策

学生社团对学生素质的培养提高具有十分重要

作用，学生社团的建设和发展直接关系到人才培养

的质量问题。因此，如何建设好、管理好学生社团已

经成为高职院校的一项重要工作，如果重视程度不

够、投入不足、管理不到位，就难以保障学生社团的

健康发展，难以满足广大学生成长成才的要求。
3． 1 提高认识，加大投入

首先，应在思想观念上对学生社团的育人功能

要有更加深刻和全面的认识。学生社团活动具有传

承文化、创新思维、凝聚人心、交流思想、社会实践等

多方面功能。而目前在实际工作中还存在不少认识

上的偏差，有的仅把学生社团活动看作是大学生活

的点缀，没能给予充分的重视和有效的组织。在这

种情形下，学生社团功能的发挥必然大打折扣。因

此，对学生社团的育人功能有待全面深刻地认识理

解，对其应有的功能亟待挖掘探索。
其次，需要加大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学生社

团的设立和运行，不但需要一定的物力和财力支持，

而且还需要一定数量的人员投入。市场经济在我国

已经运行了很多年了，不论是教师，还是管理干部，

经济意识观念有了较大的转变，过多的无私奉献就

会影响到工作的积极性。
3． 2 培训骨干，提高质量

社团干部是社团的骨干力量，其素质的高低往

往决定社团活动质量的高低。积极开展对学生社团

干部的培训，要求社团干部了解社团的指导思想、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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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工作方法、基本原则以及组织管理技巧、领导艺

术等方面的知识，切实提高思想素质和业务能力。
在加强学生社团干部队伍建设的同时，我们要把学

生社团作为党团组织对学生进行教育管理的重要载

体，进行积极的探索和实践。
3． 3 形式多样，科技创新

在学生社团的设立和组建过程中，特别要注意

形式的多样性，不能只注重学生喜欢的文艺、体育社

团，而放弃参与学生较少的专业性和科技型社团，这

一类社团，组建难度比较大，运行成本相对较高，并

且不容易出成果。对一些专职教师数量较少的高职

院校来说，是无法满足这一类社团需要指导老师较

多这个需求的。但是，这类社团可以增强学生探索

科学技术奥秘的意识，提升学生对科学技术的浓厚

兴趣，提高学生为社会多做贡献的本领。
3． 4 教师指导，拔尖培养

在学生社团中，可以说指导老师是社团的灵魂，

因此在指导老师的选拔配备上，一定要遵循: 一是热

爱学生和社团工作; 二是具有指导社团工作的专长

和能力; 三是有足够的时间指导社团工作。前面已

经说过，学生社团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平台，对于

大多数学生来说，参与学生社团可以提高自己的综

合素质，但对个别具有发展潜力的学生来说，经过社

团的精心培养和指导老师热心指点，也会成才的。
所以，学生社团还要注重拔尖培养，使其潜力得到挖

掘和发展。
3． 5 规范管理，加强交流

在对学生社团的管理中，要使工作目标实现

“五化”，即社团组织化、活动项目化、建设规范化、
工作成果化、交流社会化。尤其是从学生社团组织

建设、制度建设、活动品牌建设的过程中强化创业文

化，使学生社团呈现崭新事业化发展的局面。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蓬勃发展给高校学生社

团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期望，我们必须充分认

识并遵循社团发展的规律，使其以特色求发展、以规

范求提高，在实现学生全面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The Construction of Students’Associations
in High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Development Counter Measures to It

SHAN Yunhu
( Shaanxi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Xi’an Shaanxi 710300，China)

Abstract: The importance of the students’association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udents，has been paid wide at-
tention to and great concern． The construction of students’association has been given full － scale support in high
vocational schools． Adequate measures have been taken to stimulate the students’enthusiasm to join the associa-
tions，the students’associations play a role of students’self － management，self － development，and self － serv-
ice． We must follow the rules of its development，enhance its development with its own feature，improvement with
regulation，so that it can play a full role of educating the students．
Key Words: Students’associations; High vocational colleges;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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