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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学生党员初心意识唤醒研究
尹会兰，高文越，步秀君
（河北工程大学 文法学院，河北 邯郸 056038）

[摘 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主题教育
活动。高校学生党员是共产党员的新鲜血液，对学生党员开展初心教育意义重大。在当下学生党
员教育中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可以通过理论学习常态化，教育方式多元化，建立党员教育长效机
制，实现学生党员初心教育的路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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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共产党员在新时代自
省的明镜，让党员能够在这个价值观多元、信息爆
炸的年代走出万里征途，不忘为何出发。大学生党
员是党员的生力军，大学生党员良好的党性修养，
是大学生党员坚定理想信念和政治定力的重要源泉，
[1]
是净化生态政治、全面从严治党的源头活水 。对学
生党员进行初心教育，唤醒其初心意识，是牢记党员
使命，铭记党的宗旨，发挥党员作用有重大意义。

一、学生党员不忘初心教育的内涵及意义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
对全体党员提出的要求，是高校学生党员自身全面
发展的内在需要。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该时刻牢记
自己的使命，走过万里征途，不忘初心所在。对于
大学生党员而言，要不断提高自己的党性修养和思
想水平，用党的光荣历史和革命传统涵养党性、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牢
记入党初心，敢于担当，以身作则，时时警醒。
不忘初心是衡量大学生党员日常生活的标杆，是
他们日常生活的准则，大学生党员是通过层层选拔的
佼佼者，应该时刻牢记入党誓词，以模范党员的标准
[2]
进行自我要求 。真正优秀的党员，应该在平常时刻
看得出，关键时刻站得出，危难时刻豁得出。学生党
员不忘初心教育作为烛照党员的明灯，对学生党员的
行为规范具有指导意义,更是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的重要举措，是激励学生党员不断前进的动力。

二、学生党员不忘初心教育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高校是我们党和政府的后备人才培养基地，大
学生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是推动历史发展
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大学生党员是大学生群体
中具有先进性的优秀成员，更是未来我党事业发展

的后备力量和生力军。近年来，高校党建工作取得
长足进步，党员队伍不断壮大，学生的整体素质和
能力也不断提高,然而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一）部分高校学生党员党性、初心意识淡薄
当代大学生虽身处象牙塔，价值观等各方面发
展还不是非常成熟，容易受到社会上多元价值观的
冲击，从而呈现出人生观的多元化、矛盾化的特点。
入党后忘记初心，党性思想淡薄。大学生接受新事
物快却鉴别能力差，容易受到侵蚀，入党以后不能
时刻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一部分党员入党后只
注重学业忽视实践活动，对理论思想的学习不能够
与时俱进，思想动摇，忘记入党时的誓言和初心。
（二）党务工作出现缺位
目前部分高校的学生党支部党务工作者队伍力
量相对薄弱，又因每年学生的毕业造成培养人的更
换，做到一对一开展长期深入的教育是难以实现的，
这也导致了对部分党员的思想变化不能及时帮助教
育，出现入党前积极，入党后松松垮垮，表现平庸，
[3]
在广大学生中产生了不良影响 。
（三）初心教育方式单一
信仰的生成具有区别于知识与技能生成的独特
性，它是一种价值、精神与观念的传递，是受教育
者在对信仰对象无条件的情感认同与价值认同的基
[4]
础上构建的一种价值观体系 。党员没有了信仰，对
共产党事业的热爱就无从谈起。教育局限在课堂教
学或讲座上，方式单一缺乏创新，未能充分发挥学
生的主体能动性，学生党员的积极性得不到激发，
不忘初心教育效果不佳。

三、学生党员不忘初心唤醒机制探索
新形势下高校学生党员的不忘初心教育需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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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创新，通过不忘初心主题教育，让党员在思想浪
潮中“扣好第一粒扣子”
，建立学生党员不忘初心教
育学习的长效机制，是迫切而又实际的需要。
（一）理论学习常态化
学习党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和十九大报
告常态化。
《党章》是党的根本大法，唤醒部分党员
的党章意识，守住共产党员的初心，就要把学好党
章放在重要的位置，自觉学习党章，熟记党章党规
的条款，才能在实际的工作和生活中自觉遵守党章、
贯彻党章、维护党章，自觉强化党的意识、党员意
识、纪律意识、规矩意识，真正使党章党纪内化于
心、外化于行；积极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和
十九大报告，切实贯彻十九大精神，广泛开展“两
学一做”活动，以学为教学基础，以做为实践巩固，
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社会责任感，
思想上认同党的理论，学习上接近党的组织，树立
[5]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定信念 。不定期邀请学院党
委、老干部等开展专题学习活动，提高学生党员的
理论水平和理论素养。
（二）教育方式多元化
改善单一的教育形式，实现多元化教育方式。
第一，利用新媒体平台，现在是一个多元化、碎片
化学习的时代，学习的载体并不仅仅局限在课堂，
通过 QQ 群、微信公众号、微博热议、易班等方式开
展线上讨论学习，营造学习良好的氛围，将不忘初
心教育多渠道、宽领域地传递给学生党员；第二，
通过重温入党誓词、签名会、说明会等形式来唤醒
党员初心意识；第三，通过走访革命老区、红色根
据地、观看纪录片、进贫困山区、发起捐助等形式，
重温党的历史，激起党员初心情怀。第四，向英雄、
模范人物学习，向英雄、模范人物看齐。第五，通
过召开支部民主生活会，本着团结—批评—团结的
原则，唤醒党员初心意识。第六，开展大中专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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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暑期“三下乡”活动，带领学生深入基层，深入
群众，培养学生的服务意识；将不忘初心教育与社
团活动相结合，开展演讲比赛、朗诵经典事迹等多
种方式将不忘初心渗透到每个党员心中。通过组织
学习、调研等活动发挥每位党员的作用，人人参与，
将初心与使命唤醒，积极投入工作生活学习之中。
（三）
、及时反馈、建立长效沟通机制
不忘初心主题教育应该建立长效沟通机制，支
部定期对党员进行座谈活动，掌握思想动向，了解
每个党员的生活学习行为，将初心教育学习做到入
脑入心，有责任有情怀；出现问题苗头，及时予以
帮助指正；建立党员成长档案，记录党员思想成长，
按时上交思想汇报，让不忘初心教育成为长效机制。
对学生党员进行初心教育，唤醒其初心意识，
牢记党员使命，铭记党的宗旨、发挥党员作用有重
要作用。我们要紧紧抓住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教育引导学生党员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想信念，不忘入党初心，勇担时代使命，为实现中
国梦增砖添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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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akening the original heart of student party members in the new era
YIN Hui-lan, GAO Wen-yue, BU Xiu-j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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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report of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omrade Xi Jinping
eloquently stated that the whole party should carry out the theme education of "not forgetting the original heart and
keeping in mind the mission". Every Communist Party member should always remember his mission, go through
thousands of miles, and don't forget his heart. The education on original hear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he fresh
blood and backbon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the Student Party Member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need to
correct and stabilize thoughts at the source and their original heart needs to be awakened in this era of coexistence
of value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e the frontiers of education. The education of party members in the new era
faces new status quo and new problems, and it also needs new ways to explore.
Key words: not forget the original heart; theme education; student party member; path explor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