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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理工科高校研究生党支部的设置具有基层党建工作的共性，
同时也存在一定的特殊性。随着研究生群体的

个性化和多元化不断加强，科研、实习占据了理工科院校研究生学习生活的大部分时间，在很大程度上给研究生党
员的管理带来一定困难，创新高校研究生党支部设置模式，多层次、多角度搭建研究生党建工作开展平台成为了高
校研究生党建工作的中心和重点。文章将从理工科院校研究生党支部设置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入手，深入剖析现
阶段研究生党支部的特点及设置的原则，结合调研过程中各高校的反馈结果，探索可供借鉴的创新模式，阐述研究
生党支部创新模式方法和思路上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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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研究生扩招而带来的群体规模扩大

一管理，同步开展的学生工作也可以通过学生党员加

化、成员组成复杂化等问题不断彰显，高校研究生党

以带动；黑龙江科技大学、东北林业大学等多所高校

员组织难、活动难、管理难的矛盾日渐突出，一些研究

普遍采取以专业为单位开展研究生党建工作，这种专

生党员的先进性得不到有效发挥。 与此同时，对于

业式党支部设置有利于相同专业和学术背景的研究

理工科院校来说，课题、实验、科研等工作占据了研究

生的纵向交流，有助于开展研究生党员思想传承的教

生的大部分时间，分散的时间以及区域使得原有按教

育工作。但在理工科院校中，传统的研究生党支部设

学班级设置党支部的传统方式面临严峻挑战，组织运

置模式所带来的弊端逐步产生。

［1］

作向上依赖程度加深。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研究生党
支部建设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具有相当重要的

1．价值观念多元化、思维方式多样化给思想教育
引领工作造成了一定困难

地位，如何创新高校研究生党支部设置新模式，在理

在理工类院校中，部分学生是在科研院所或车间

工科院校有针对性地开展研究生党支部工作，使之更

一线任职若干年后回到学校继续深造，而其中不乏多

加有利于发挥研究生党支部凝聚力和战斗堡垒作用，

数党员。此类群体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相比尚未步入

是目前各理工类高校基层党建工作研究的重大课题。

社会的学生来说存在很大差异，在思想教育等工作方

一、
理工科高校研究生党支部设置的现状
及弊端

面若采用说教灌输方式，接受起来较为困难，甚至容

在对京内外近 30 所理工科高校、千余个研究生

加之在理工科氛围熏陶下，理性思维根深蒂固，价值

党支部的调研过程中发现，各高校研究生党支部设置

取向和意识形态、入党动机更加多元化，这也给研究

各有特色：如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在研究生较少的院系

生思想教育引领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设立独立式党支部，将本院系研究生整合管理，避免
了支部规模较小的问题；哈尔滨工程大学学科专业较
为分散的院系设立年级式党支部，有利于年级横向统

易滋生反感情绪。对于尚未发展为党员的研究生来
说，
思想主流虽好，但因年龄差异和教育背景的不同，

2．科研精力投入较多、实验任务较重导致研究生
党员作用发挥不到位
对于理工科研究生来说，学校在人才培养时更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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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科研，多数研究生拥有各自不同的实验室，且有相

员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丰富党支部组织生活，彰

当一部分实验室分布于不同校区或实验区，以班级形

显研究生党支部设立的意义。

式集体开展的教育教学活动较本科学生大幅度减少，

3．利于研究生教育原则

在班级、专业建立党支部的传统形式易造成成员之间

培养一批具有一定学术科研能力和实践创新能

交集少、沟通弱，甚至彼此间互不相识，党支部工作难

力的研究生是社会对研究生人才素质的基本要求，也

以协调，不利于党员的学习、教育和管理，致使研究生

是研究生教育的根本目标。因而需要在理工科研究生

党员作用无法发挥。

党支部的设置过程中寻找着力点和突破口，使得研究

3．支部建设较薄弱、党员管理难保障阻碍基层
党建组织工作的落实
研究生支部较本科生支部而言，支部数量少、党

生党支部的组建更具适应性和针对性，能够切实反映
研究生群体需求，倡导优良的学术风气，在支部考察
过程中，也将侧重点向党员的个人学习和个人发展能

员基数少，可提供的支部之间相互交流的空间不足，

力的培养倾斜，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研究生党支部既好

支部建设长期停留于支部书记管理、支部委员配合的

又快发展。

人力物力
一贯模式，
无力创新。对于理工科高校来说，

4．利于党组织发挥作用原则

多数投入于科研等方向，部分高校无法配备专人负责

有利于党组织发挥作用原则是理工类高校研究

管理研究生党建工作，往往将研究生党建工作与本科

生党支部设置的根本原则，具体来说，可以在科研部

生党建工作合二为一，开展工作时采用“一刀切”的方

门建立专门的党支部，发挥科研部门党支部科技创新

式，
不利于针对理工类研究生党员群体具体特点制定

的作用，为国家的科研做出更大的贡献；在全校范围

培养方案和发展规划，致使研究生基层党组织工作难

内建立临时党支部，应对和处理突发事件，维护高校

以落到实处。

的和谐和稳定，进一步发挥党组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

二、
理工科高校研究生党支部设置应遵循的
原则

社会的战斗堡垒作用等。

理工科高校研究生党支部设置所遵循的原则，应

三、理工科高校研究生党建创新模式的
探索及经验借鉴

顺应时代的发展，着眼于经济社会发展和高等教育体

基于理工科高校研究生党支部设置应遵循的原

制改革的新动向，着眼于研究生学习、生活方式的新

则，
并通过对多所理工科院校的调研访谈中所总结归

特点，着眼于理工科院校研究生科研需求，进一步树

纳的经验借鉴，理工科高校研究生党建模式应结合自

立创新思维，建立创新机制，激发创新活力，深化创新

身特点，大胆突破局限，以实现党建工作与研究生思

成果，
持续推动研究生党支部设置工作向更高的台阶

想政治教育、人才培养紧密结合为目标，探索党建模

迈进。

式的新方法、
新渠道。［2］

1．相关性原则
相关性原则是理工类高校研究生党支部设置的
基本原则，旨在将联系密切、工作学习关系密切的研

1．在理工科高校社区设立党支部，
扩大基层党组织
覆盖范围
现今推行的学分制扩大了大学生上课的自主权，

究生党员聚集在一起建立新的党组织。如聚集了不同

培养理工科学生科研实践能力的同时也让“班级”的

专业、不同年级的学生的高校学生宿舍，由于居住地

概念逐步弱化，这一现状在很大程度上催化了研究生

点相近、作息时间相似，容易聚集在一起开展党支部

社区党支部的建设。将研究生党建工作的组织载体由

活动，并且在更贴近生活的情况下能够更好地交流感

原来的“学校—院、系—年级—班”向“研究生社区—

情，
有利于掌握支部成员的思想动态。

宿舍楼—寝室”延伸 ［3］。高校社区党支部设置路径的

2．利于活动开展原则

开辟打破了传统以班级为单位设立党支部的方法，使

有利于活动开展原则是创新理工科高校基层党

党建工作深入基层的同时也为高校学生提供了生活

组织设置的核心原则，党组织设置的核心是为了顺利

便利，让学生能够更加快速地融入新的群体，进一步

开展支部活动，对党员进行思想教育，只有在此基础

扩大了基层党建的覆盖面，让党内监督无死角、党员

上设置的党组织才是符合切实需求、有价值的党组

发展无遗漏、
组织生活无局限。

织。如按照研究生生活居住区域、
党员的兴趣爱好、
党
员的年龄特点分别设立党组织，根据不同的党支部特
点开展有特色的专门性支部活动，只有如此才能将党

2．在理工科高校研究生社团设立党支部，培养
政治素质过硬的学生干部
近年来，高校研究生社团以其丰富多彩的活动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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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着越来越多的研究生参与其中，成为了校园中一支

题的能力、面对艰难险阻一往无前的勇气与毅力，进

日益壮大的队伍。将党支部的设置深入高校研究生社

而实现研究生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的发挥。北京科技

团不仅有利于拓展党群覆盖面，
而且可以在潜移默化中

大学积极探索重大项目、重大任务中设立党支部的工

提升高校研究生的政治素养 作为校园文化建设的一个

作方法，
设立了奥运志愿者团队党总支、
奥运场馆团队

主要载体，
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活动日益成为实施研究

党支部等，在保障中心工作顺利完成的过程中发挥了

生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和有效方式。积极探索在研究生

政治核心作用；哈尔滨工业大学与哈尔滨工程大学在

社团中建立党支部，
可以起到
“润物细无声”
的效果。在

抗击“甲流”
、
松花江水污染前线等急难险重任务中建

潜移默化中引导研究生群体，培养其党性修养。清华

立了临时党支部，
主要组成人员为本校研究生党员，
以

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多所高校在学生社团中均设有

实际行动不断践行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的入党誓言。

［4］

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研习社、共产主义学习实践会等与
学生党建工作密切相关的社团组织，并以社团为依

四、
小结

托，针对研究生党员学术能力强的特点，积极推进课

理工科高校研究生是未来我国科研知识分子队

题立项，支持研究生基层党支部结合自身实际创新性

伍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先进生产力的创造者和开拓

开展基层党建调研，
为学校党委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者，是推动国家进步、社会发展和科技创新的中坚力

3．在 高 校 科 研 部 门 设 立 党 支 部 ，将 党 建 工 作
与研究型大学紧密契合
理工科高校党建工作的根本目的是促进教学科
研上水平，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服务社会的能力，这

量和拔尖人才，
而研究生党员又是其中的骨干力量。［6］
随着各高校研究生党员队伍的不断壮大，也为我们的
理工科研究生党支部的具体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
党的十八大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对创新基层党建

与科研部门的本质不谋而合。因此，在高校科研部门

工作，夯实党执政的组织基础提出了新的要求。报告

设立基层党支部是党基层工作的创新，同时也是科研

指出：以增强党性、提高素质为重点，加强和改进党员

部门稳步发展、
开拓进取的不竭动力。北京科技大学、

队伍教育管理，
健全党员立足岗位创先争优长效机制，

西北工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多所高校已经着手

推动广大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7］这就要求在新的

于结合学术梯队，在本校科研部门设立研究生党组织

历史条件下，理工科高校研究生党支部的设置应适应

的模式创新。北京理工大学在大力推进研究生党支部

新的形势和变化，积极应对研究生思想、学习和生活

设置创新工作中，也将党支部向学科团队、重大项目

的新特点及组织管理模式的新变化，顺应时代发展，

组、重点实验室等组织单元拓展和延伸，保证了党组

立足实际、创新思路，改进工作方法，在继承研究生党

织的有效覆盖，如自动控制系某研究所党支部的设

建传统的精髓下，勇于探索和实践，不断向实现培养

立，不仅提高了研究生党员自身的科研水平与能力，

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创新型、
科研型人才的目标迈进。

还通过开展研究生专题报告制度,提升了研究生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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