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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内容摘要内容摘要内容摘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效果评估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如何搞

好这一重要环节是所有参与者和关心者都关注的问题,本文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效果评估的必

要性、可行性和基本原则三个方面作了较全面的论述，只有充分认识到效果评估的重要意义，明确

评估的可行性，坚持评估的基本原则，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效果评估才能真正发挥实效。

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效果评估 必要性 可行性 基本原则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一直得到全国各所高校的高度重视，尤其是 2004年 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意见》下达之后其更是成为了高校工作中的重中之重，意

见明确规定：要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作为对高等学校办学质量和水平评估考核的重要指标，

纳入高等学校党的建设和教育教学评估体系 [1]。那么如何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成为大家共同关注

的问题，本文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效果评估这一角度谈几点思考。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效果评估是指各级高等教育行政部门、教育督导和教育科研等专业机构及学

校等主体根据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思想政治工作法规和思想政治工作目标,依据学生身心发展规律,
有计划、有组织地运用科学手段、形式和方法对评价对象的思想政治工作实施状况和成效所进行的

价值判断过程,从而为思想政治工作决策提供依据并保证思想政治工作目标的实现[2]。

一、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效果评估的必要性。
1111、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效果评估是高校思想教育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

就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要根据一定的目标、任务和要求对受教育者进行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

的教育，使高校学生形成一定的社会、国家所期望的思想政治品德的过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目

的是否达到，教育任务是否完成，教育内容是否科学，教育方法是否合理，教育组织形式是否有效，

受教育者是否发生了预期的思想政治品德行为变化等等，这些都应该有一定的客观尺度，才能做到

胸中有数。

2222、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效果评估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的一个重要措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科学化是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内容、原则、方法、途径、考评等诸要素在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过程中的综合优化。它包括目标内容的科学化、制度的规范化、考评的定性定量化、过程的合理

化和效果的最优化。实现科学化的前提是要真正把握教育对象的思想状况及其发展变化规律。由于

高校学生思想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要了解这个复杂的系统，就必须在对高校学生作定性分析的

基础上进行精确的定量分析和描述。只有这样，才能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对象思想状况做到胸中有

“数，有“的”放“矢”，对症下药，从而收到理想的效果。

3333、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效果评估是加强和改进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迫切要求。长期以来，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质量评估还是一种自然状态，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一是没有建立科学的客观的评价内容和标准，工作的随意性很大；二是评价方法缺乏群众性，常常

是局限于少数负责人评价他人；三是缺乏量化评估，往往只局限于对评估对象作笼统的定性描述,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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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作了定量评价,也很少用统计学、数学语言、计算机作为工具，科学性不足，工作效率低，不能满

足科学管理的要求，这种评价往往受到主观意志、感情用事、从众心理等因素的干扰，不能对评价

对象作出全面的、客观的、精确的评价，这往往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处在比较软弱和被动的状态，

思想政治工作者的积极性也受到影响。而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往往取决于教育者的主动性、积极性

和创造性。建立起有利于调动广大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积极性的评价体系，是加强和改进新时期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紧迫要求。[3]

4444、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评估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体系建立和发展的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一门新

兴的学科，目前仍处于实践探索阶段,对以往的经验和资料缺乏系统的总结和探索，大量的感性认识

还没有上升到理性认识，精确的定量分析更是缺乏。思想政治教育量化方法的研究，是思想政治教

育学的学科特点，借鉴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有关学科中日益得到广泛采用并取得积极效果的量

化方法，对于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也是非常必要的。

二、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效果评估的可行性
1111、高校学生思想倾向是定量评估的重要依据。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是学生。学生的思想信

息不仅有质的方面，而且有量的方面。例如某个学生的价值是否正确，生活方式是否积极、健康、

向上，某个班级是先进还是落后，都是思想现象质的表现，而人生价值的大小、生活质量的高低和

奉献精神的程度都表现了量的差异性。为了全面而准确地把握思想信息，就必须从质和量的方面进

行搜集、分析和整理。学生是社会的存在物，学生的思想大量地反映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学生的

思想和行为存在各种各样的联系，不同的思想状况会有不同的行为表现。学生的思想状况与行为表

现存在的质的规定性与量的差异性，为运用定性定量分析提供了客观基础。学生的思想状况与行为

表现反映了学生的思想倾向。学生思想倾向是思想政治工作评估的重要依据。

2222、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量和量的描述是客观存在的。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过程来看，思想政治工

作任务、目标的多少，教育人员、时间、经费投入的多少，取得教育效果的大小等，都有许多量的

要求。既然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量的存在是客观的，那么它的评估就可量化。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者来看，也存在着“数和量”。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效果关键在于教育者，教育者数量的多少、质

量的高低具有重要的作用。思想政治工作队伍人数、年龄、学历、职称、层次等都可以说是基本的

量，而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的素质、实绩则是更重要的量，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

约。如一个教育者的政治素质可以通过他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态度、政治理论、政治行为

等若干要素表现出来。这些若干要素可以依据一定的客观要求于以量化，从而可以进行量化评估。

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教育对象来看，也常用数和量的关系来评估。

3333、现代数学的发展与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量化提供了可能。过去之所以

感到思想现象难以量化，是因为在思想现象中，除了有确定性现象外，还存在不确定现象，如随机

性现象与模糊性现象。对于确定性现象可以采用严密而精确的传统数学方法进行分析和处理；而对

于不确定性思想现象，就难以用传统的数学方法了。本世纪以来，相继建立起来的数理统计、模糊

数学，则为解决这个难题提供了有效的工具和手段。现代电子计算机的广泛运用，为定量评估提供

了良好的物质基础与技术保证。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评估的科学化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三、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效果评估的原则
1111、导向性原则。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门党性、政治性很强的科学。高校思想政治评估必须以

马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的根本任务这

个基本点和中心点来进行，必须体现鲜明的党性方向，坚持正确的导向，以正确的规范引导学生，

塑造学生。坚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评估的方向性，关键就是在设计评价内容和指标体系时要始终贯

穿正确的指导思想，无论评价内容还是评价体系,也无论是每个项目和指标有几级评估标准,都应以是

否有利于提高高校学生思想道德素质为根本标准,是否有利于高校学生的全面发展进步为标准,以是

否有利于提高高校学生的综合素质为标准 ,以是否有利于调动广大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的积极性和

创造性为标准 。客观、公正、准确的评估结果起到一种鼓励先进、鞭策后进的导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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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客观性原则。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评估应坚持实事求是，采用科学方法和技术手段进行客观公

正的考核，不能主观臆断或掺杂个人感情。客观性原则是由党的思想路线和思想政治工作评估本身

的性质决定的。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是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精髓和优良的工作作风。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应走群众路线，注重调查研究，掌握大量丰富的一手材料，全面了解思想政治工

作过程的各方面情况，然后以事实为根据，进行认真地评估。这是遵循客观性的前提和关键。思想

政治工作评估的内容、标准要具有客观性。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评估的内容和标准要经过认真调查、

集体研究、科学论证、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进行确定，一经确定就应有相对的稳定性。考评指标

形成科学、合理、有序的等级和分数值后，就要避免主观随意性，盲目性，使考评工作纳入制度化、

法制化的轨道。不能因照顾某个评估对象，而随意改变评估条件或标准，一定要做到评价标准客观、

评价过程客观，否则就会使高校思想工作者和学生怀疑甚至对评估产生逆反情绪，从而影响评估正

向效果的发挥。客观性原则是建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评估可信性与科学性的关键。

3333、整体优化原则。在设计和确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评估体系时要全面，不要片面，并且在全面

评估的基础上形成一个整体合力的功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评估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各个要素

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整体优化原则就是要求我们一方面坚持全面性，另一方面要考虑综合性。

全面性要求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评估不能顾此失彼，以偏概全，要尽量考虑周到、全面。但全面性

原则并不是面面俱到，眉毛胡子一把抓，评估内容、标准等量齐观。恰恰相反，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评估还要遵循综合性原则，即要求在评估过程中，要善于抓住各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特别是各个

要素中的主要要素出现及各个要素的主要方面，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系统包括教育主体、教育客体、

教育介体和教育环境四个要素。如介体又包括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途径、教育手段等 [5]。因

此，我们在评估时，既要从以上四大方面进行评估，同时又要突出评估四个方面的协调配合情况，

并以整体整合优化的最终结果作为评估的标准，以此发挥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评估的综合作用。

4444、可操作性原则。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评估的程序和方法要简便易行，便于操作，指标体系的设

计要科学，即各个指标必须是客观的、可测的。可操作性原则，要求我们在设计指标时要做到精微

分化，具有可比性。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效果评估是高等教育工作和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能否建立

有效的效果评估方案，实现科学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效果评估，是关系到能否对大学生思想情况实

施科学合理的评价、完成对大学生思想检测和行为导向的关键环节。也直接影响到高校思想政治工

作者工作的积极性和原动力，故值得更多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关注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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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AbstractAbstractssss：The evaluation of the effect of political ideological education job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a important link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political ideological education
process.How to do well in this link is a important problem to all people who take part in and
care for this problem.This article mainly deals with the necessity,feasibility and principle
three aspect of the evaluation of the effect of political ideological education job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Fully recognizing the importance,knowing the feasibility and insisting in the
principle of the evaluation of the effect , The evaluation of the effect of political ideological
education job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really brings actual effec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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