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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精神与合格大学生党员培养的耦合关系探析

邹 浩 吕星卓

（湖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北武汉 430062）

摘 要：延安精神与合格大学生党员培养的内容、形式和意义上存在耦合关系，充分挖掘利用这种耦

合关系，对于新形势下传承延安精神，培养合格大学生党员具有较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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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1935 年-1948 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 13 年的革命实践，孕育

了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

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

的精神内核之一，也是合格大学生党员培养的重要精神营养。在当下，按照全面从严治党要

求，深入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培养合格大学生党员，必须坚持继承和发扬延安

精神，这对于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耦合是电学名词，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电路元件或电网络等的输入与输出之间存在紧密

配合与相互影响，并通过相互作用从一侧向另一侧传输能量的现象。
①
在人文社科领域，耦

合即耦合关系，是指某两个事物之间存在一种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延安精神与合格

大学生党员培养的内容、形式和意义等三个方面存在着耦合关系。

一、延安精神与合格大学生党员培养内容的耦合

延安精神与合格大学生党员培养内容具有充分的耦合性。大学生党员培养是系统工程，

其中大学生党员修养是党员培养教育的重要内容和目标。党员修养是党员的重要特质。坚定

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
②
毛泽东指出，人是

要有一点精神的。这里说的精神，可以理解为是对党员的具体要求，即对党员修养层面的要

求。党员修养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理想信念教育与精神品格的锤炼。大学生党员修养大致可

以分为三个方面的具体内容：一是党性历练，二是人性健全，三是韧性养成。而延安精神的

主要内容中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对

应党性历练，同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对应人性健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则

对应韧性养成。

党性是党员的本质属性，也是延安精神的主要内容之一。“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落到

实处便是合格党员培养。在大学生党员培养教育过程中，党性合格、政治正确作为最基本的

遵守贯穿始终。2014 年，中共中央发布新的党员发展细则，明确将“发挥党员作用”写入

总体要求，表明了中央对党员党性历练的高度重视，即党员要在发挥作用的过程中进一步坚

定立场、不断历练党性。这里的党员作用的发挥便是党性的集中体现。与此同时，近年来，

党中央完善党内相关法规，严肃党内相关纪律，明确“党纪严于国法”和“纪在法前”，这

①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0%A6%E5%90%88/2821124?fr=aladdin,2016.04.19.

②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 年版）[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2016：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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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都是对党员党性的硬约束。而在高校党员培养教育中，党性教育历来被摆在重要的突出位

置。党的十八大以来，高校不断加强党员意识形态教育，引导大学生党员坚定正确的政治方

向，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自觉向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看齐，对加强党对高校

的领导发挥着切实的作用。

具体而言，大学生党员党性主要体现在政治观念正确、组织纪律意识强、为他人服务意

识高等三个方面。“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推行以来，高校学生党组织生活开展普遍较好。

定期、规范的组织生活，使党员党性得到最基本的锤炼。譬如，支部民主生活会，大学生党

员开展推心置腹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共同学习、共同成长、共同进步的效果。延安精神

的主要内容中关于党性历练的表述是大学生党员日常党性教育活的教材和文本，延安精神赋

予大学生党员党性历练以底色，大学生党员党性历练是对延安精神新的时代传承。比如支部

组织学生党员集中学习延安精神，党员通过撰写思想汇报，认真、清楚的向党组织汇报思想

心得，反思自身在为他人服务的过程中的不足，并做好整改计划，这对于党性养成就是一种

很好的磨练。实践表明，政治正确、组织纪律意识强、为他人服务意识高的大学生党员得到

群众的一致认可。

通过对延安精神的研究发现，延安时期党员在党性强的大背景下，充满丰富的“人性魅

力”（人文关怀），形成了良好的党群、干群关系。大生产时期，军民鱼水情深，党员战士和

普通群众打成一片，军民团结促生产。比如王震的 359 旅，开发南泥湾，为陕北人民打造“陕

北的好江南”，从而推动抗战稳步向前发展。延安整风运动期间，毛泽东反复强调党的群众

路线，即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实质上饱含了丰富的人性色彩。毛泽东之子毛

岸英从苏联回国后，毛泽东将其送到农民家庭学习劳动，“上劳动大学”，也集中体现了党和

国家领导人丰富的“人性魅力”（人文关怀）。大学生党员修养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便是培养与

同学交往、为同学服务的意识，这样的大学生党员才充满人情味与学生气。在比较长的一段

时期，高校大学生党员服务教师意识高于服务同学。这种现象的产生，根源于党员自身的功

利化倾向较重，因而亲近可能带来实际利益或好处的教师而疏远普通同学。克服或避免这一

现象，必须重拾延安精神，使大学生党员认识到，大学生党员和普通学生没有高低之分。大

学生党员是学生的代表，具有关注关爱身边同学的责任和义务。全心全意为同学服务是大学

生党员最基本的修养之一。为同学服务，走到同学身边，倾听同学心声，解决同学诉求，才

能使党员形象立得正、行得远。在当下，大学生交往呈现网络化、扁平化的趋势，大学生越

来越“宅”（自我），如何发挥大学生党员作用，引导大学生更好的成长是一个时代话题。作

为大学生党员，必须拥有思想高度，用延安精神来滋养自我，保持与同学的密切联系，做同

学身边的好党员、好学生。

延安精神重要的内核之一便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对应合格大学生党员培

养，便是韧性的培养。客观来讲，大学生党员承担的比普通学生更多的责任，因而如何妥善

处理学习、工作、生活等各方面的矛盾是大学生党员培养绕不开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意

味着大学生党员要加强韧性养成，即拥有足够的韧性和弹性来处理自身发展面临的矛盾。在

大学生教育培养过程中，我们往往强调辅导员、班主任和科任老师对于大学生党员韧性养成

的引领和指导作用，而容易忽视大学生党员自身的作用。比如，对于心理健康教育问题，我

们往往一盘棋，默认学生缺乏自我调整机制，而开展相关工作。实质上，大学生党员心理健

康教育问题，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调动其本人面对困难和挫折的韧性。此外，大学生党员一

般比普通学生平台高，发展前景要好，所以也容易让教育者忽视其韧性养成问题。事实上，

责任越大，压力也会越大。大学生党员要从延安精神中吸取宝贵经验，培养担当精神，敢于

吃苦，向坎坷学习，磨练韧性，这样才能在漫长人生中有更好的发展。

二、延安精神与合格大学生党员培养形式的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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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精神与合格大学生党员培养的形式具有充分的耦合性。刘少奇指出，我们共产党员，

不但要在革命的实践中改造自己，锻炼自己的无产阶级思想意识，而且要在学习马克思列宁

主义理论的过程中改造自己，锻炼自己的无产阶级思想意识。
①
延安精神便产生于丰富的理

论学习与革命实践。当下，合格大学生党员培养，理想信念教育被摆在了突出的位置，能否

抓好理想信念教育，成为培养合格大学生党员的主要矛盾。这一主要矛盾抓好了，有助于大

学生党员历练党性、健全人性、养成韧性。

抓好这一主要矛盾，培养合格大学生党员，需要借鉴和学习延安时期的经验，即重视学

习和实践相结合。毛泽东为抗日军政大学题校训：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里面蕴含着丰富

的大学生党员培养形式，即政治学习、实践锻炼不可偏废。如今，更加充分、规范的组织生

活，更加及时、有效的对中央相关精神的专题学习等等都成为合格大学生党员培养的重要载

体，效果也逐渐凸显。但是，高校对于实践活动普遍存在着覆盖范围小、次数少、质量不高

等问题。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大致为担心学生安全问题存在隐患、组织不力、实践活动缺乏

有效指导等，其中，担心学生安全问题存在隐患是主要原因。不可否认，安全问题应当放在

学生培养过程的重要位置。但高校不能因此而草木皆兵，不能因此而对各类主题实践活动教

育持有不支持、不反对甚至是反对的态度，更不能因此而淡化、漠视实践教育、实地教学在

学生培养过程，特别是大学生党员培养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

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②
高校培养的合格的大学生党员，绝不是纸上谈

兵者，要做实干者，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的建设者和可靠的接班人。高校应当积极、努

力地创造条件，在学生安全得以保障的情况下，配备理论素养高、切实关心学生成长的专家

学者，有组织、有计划的加强实践教育，不仅要让延安精神等优秀文化走进校园，也要让学

生走出校园亲身感受，实现良性互动，将学习与实践相结合，让大学生党员既能读万卷书，

也能行万里路。

同时，在理论学习与实践学习相结合的过程中，也要注重大学生党员培养形式的与时俱

进。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主要矛盾发生了改变。这意味着大

学生党员的培养形式也必须紧跟时代步伐，不断改进和加强。对于培养主体而言，现在的大

学生整体进入“95 后”这一年龄段，2017 年秋季学期始，“00 后”大学生已经进入大学校

园，自我、活泼、求新、求变成为了这一代大学生的代名词。对于培养环境而言，新媒体的

迅速发展，让网络成为了这一代大学生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QQ、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平台

成为了当今大学生党员培养教育的新阵地。如何应对这些新形势，需要进一步挖掘延安精神

的内涵和营养。第一，新形势下培养大学生党员要始终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互联网的普及

使意识形态的斗争更加纷繁复杂，在新媒体时代，培养大学生党员最为重要的便是要及时、

有效的获取和把握大学生党员的思想动态，引领大学生党员树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引导

大学生党员正确对待负面信息，鼓励大学生主动同各种不正确的思想意识进行斗争。第二，

要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观念促进大学生党员培养形式的转变。新形势下大学生党员的培

养不能再简单的采取老师讲、学生听的传统的党课模式，而是要合理利用网络、微信、微博

等新媒体平台，结合当代大学生特点，采取多样的、活泼的、接地气的形式进行培养。第三，

在转变形式的过程中要注重大学生党员的自我教育。要重视大学生党员的自我教育、自我管

理和自我提升，高校应该充分利用暑期社会实践、志愿服务活动等平台，引导大学生投身基

层社会实践，在基层的广阔天地中亲历亲为，在实践中进行自我教育，锤炼党性、丰富人性、

磨练韧性、奉献青春。

三、延安精神与合格大学生党员培养意义的耦合

①
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0．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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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精神丰富的意义与合格大学生党员培养意义具有充分的耦合性，可以从以下四个方

面进行诠释。

第一，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的讲

话强调，全党同志要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切实做到对党忠诚、

为党分忧、为党担责、为党尽责。“四个意识”中将政治意识放在首位，可见坚定正确的政

治方向的重要性。合格的大学生党员，一定是要能在关键时刻讲政治的人，一定是在大是大

非面前头脑清醒、旗帜鲜明者；在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面前，服从全局利益者；在个人利益

与集体利益面前，服从集体利益者，这与延安精神中坚定的政治方向具有充分的耦合性。

第二，形成正确的思想意识和理论体系。合格的大学生党员，要对马克思主义做到真学、

真懂、真信、真用，根据共产主义的世界观，根据党和无产阶级的坚定立场，去检查自己一

切的思想行动，纠正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同时，以此去观察问题、观察其他同志，经常

采用正确的态度、适当的方式，去和党内外各种不正确的思想意识进行斗争。
①
从而逐渐形

成、完善正确的思想意识和理论体系。这与延安精神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具有

充分的耦合性。

第三，树立服务意识，彰显人性魅力，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实践。延安精

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丰碑。“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色政党。他们没

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
②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

的血肉联系，树立了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怕流血牺牲的光辉形象。合格的大学

生党员理应做到政治观念正确、组织纪律意识强、为他人服务意识高，特别是为他人服务意

识，是大学生党员修养的重要方面。培养合格大学生党员的最终目的和意义就是培养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这与延安精神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

旨具有充分的耦合性。

第四，严格约束自己，磨练韧性。合格的大学生党员，要能在思想、言论、行动上严格

的约束自己，要用严格的立场和正确的原则来约束自己，除此之外，最好连许多“小节”（个

人生活和态度等）也注意到。
③
在自我教育的过程中，逐渐养成面对困难和挫折的韧性，进

而使用足够的韧性和弹性来处理自身发展面临的矛盾，在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建设

的同时，也能够实现个人的良好的、全面的发展。这与延安精神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

业精神具有充分的耦合性。

延安精神丰富的意义与合格大学生党员培养意义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延安精神的丰富

意义，有利于为合格大学生党员的培养提供营养丰富、底蕴深厚的活教材，反之，合格大学

生的培养过程中对于延安精神的学习与实践，便是对延安精神的传承、发展，并赋予其新的

时代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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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Yan'an Spirit and the
Cultivation of Qualified College Student Party Members

Hao Zou,Xingzhuo L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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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re is a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Yan'an spirit and the content, form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cultivation of qualified college student party members. Fully exploiting this coupling

relationship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inheriting the Yan'an spirit in the

new situation and cultivating qualified college student party me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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