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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是为经济工作服务，

密切结合生产经营管理的实际进行， 才能收

到更好的效果。在企业中，经济工作和思想政

治是密不可分的，要把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

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体现了党的政治优势，在

调动职工的积极性，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

观， 在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过程中发

挥了积极的作用。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 尤其

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多种经济利益的调整，经济成份多元化，人

们的价值观念多样化， 给企业思想政治工

作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 企业思想政治工

作的主要内容， 方法方式和对象也发生了

种种变化，就如何面对错综复杂的新情况、

新问题， 从而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条件下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思路， 提出

了一些个人观点。

一、 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思想政治工作

思路的主要内容

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思路，简单地说，是指

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战略方针问

题。 它的主要内容是：

l、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统一全体职

工的思想。这是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当

前， 企业思想政治改制工作要以党的十七大

关于完善基本经济制度， 健全现代化市场体

系理论武装广大职工，帮助他们更新观念，增

强心理承受能力， 树立起与市场经济体制相

适应的一系列新观念，促进深化改革、转换经

营机制和生产经营活动的顺利开展， 不断提

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2、把充分调动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创

造性作为主要任务， 这是企业思想政治工作

的目的。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就是战场，

企业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求得稳步加速发展， 离不开强有力的思想政

治工作。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事实表明，光靠

物质手段是行不通的，政治文明、物质手段和

精神激励三者只有结合起来，才能相互促进，

相得益彰。 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充分调

动职工的积极性， 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要确立

以人为本的思想，综合运用宣传、教育、表彰

等精神激励办法， 激发广大职工热爱生产劳

动和强烈的工作责任心，形成上下团结、各尽

所能、和衷共济、荣辱与共的群体意识，形成

强大的企业凝聚力和强大的市场竞争力。

二、 明确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思想政治

工作思路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l、它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所

决定的。

当前， 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已逐步打破，

但新的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 在

市场经济条件下， 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必须适

应新形势的要求，既通过宣传教育、疏导协调

等方面的思想教育，消除职工中的思想障碍，

提高职工的心理承受力和整体素质， 推动社

会丰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

2、它是由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任务

所决定的。市场的主体是企业，而企业的主体

是职工， 企业活动的源泉在于广大职工积极

性的充分发挥。因此，在建市场经济体制工程

中， 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始终围绕调动职

工积极性， 服从和服务于生产经营管理活动

这个中心，婵顺关系，才能收到较好的效果。

3、它是深化内部改革，有针对性地开展

思想教育工作， 使广大职工在理性上认识到

深化企业改革，转换经营机制，是针对束缚职

工积极性的旧体制的， 是为了建立市场经济

体制， 建立充分调动职工积极性的激励机制

和约束机制。

4、它是增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效果的需

要。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

在推进改革开放和发展经济中发挥了不可替

代的重要作用。

三、突出重点，做好四项工作

1、 要在广大职工中强化市场意识教育，

这是明确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思路的思想基

础。企业要进入市场，企业职工的思想就要首

先进入市场，树立强烈的市场意思。

2、牢固树立为企业生产经营管理服务的

指导思想，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服务性，这是

明确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思路的关键。

3、建立一支专兼职相结合和精干的高

效企业政工队伍和交流体系， 这是明确企

业思想政治工作思路的根本条件， 也是企

业思想政治工作为经济工作服务的组织保

证。

4、坚定不移地依靠广大职工，增强职工

主人翁责任感，激发他们的劳动热情，这是明

确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思路的立足点和落脚

点，职工是企业的主人，改革的动力是广大职

工。实践证明，当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思路比较

清晰的时候， 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就顺利开

展，思想政治工作也收到好的效果。大量事实

表明，凡事生产经营活动正常开展，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较好， 三个文明建设同步发展的

企业， 一般来说都是企业思想政治思路比较

明确，指导思想争取，方法方式对头，在探索

不同时期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新路子中都会给

同行者提供宝贵的经验。

当代大学生是跨世纪的一代青年，

从思想道德状况来看，有理想、有追求，

成为青年学生的主流形象。在时代变动、

社会转型的宏观背景下．青年学生在寻

找、选择、思考中变化，又在变化中寻找、

选择、思考。高等学校政治思想教育仍然

是每一个高等院校都不能忽视的。 高校

的政治思想教育之所以重要， 是因为涉

及到培养人才的目标问题， 关系到学校

培养出的学生是否适应新时期社会主义

建设问题， 关系到祖国发展的问题。 那

么。 高校的政治思想教育应该包括哪些

内容呢?作为新时期的大学生，在政治思

想方面应该具备哪些方面的理论和知

识?根据大学生的特点，笔者认为，高校

的政治思想教育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

面。

一、树立大学生正确的理想、信念、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

目前，学生的思想比较复杂，理想、

信念在现实中徘徊， 追求实际的心态比

较明显。他们的理想、信念处于一种务实

的氛围中，大家更关注个人的发展，对国

家和社会的责任意识比较淡漠， 理想主

义人生观基本为部分学生所鄙弃．价值

观处于追求实际，立足现实的态势上，对

事物的认识，对价值的选择比较实际，个

性化的人生观有相当比例．这跟当前社

会上的功利化和实用化倾向有关。 学生

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思想空虚、精神萎靡，

性格偏激、脆弱，呈病态发展。同时，部分

学生受社会不良风气影响， 道德品质和

公德意识弱化，有沦丧趋势。校园内出现

了吃喝族、恋爱族、舞迷、牌迷和电脑游

戏迷等类人群。 这些现象直接影响到学

生能否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问题。 我们所培

养的大学生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共产主义理想的奋斗者．

他们必须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

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只有这样才能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

斗。所以，高校应该加强学生的思想道德的修养以及马克思主

义理论课的学习。

二、升华对大学生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教育

目前，高校部分学生的思想由于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思想

的影响，谋求出国留学，谋求个人发展，而集体主义、爱国主义

观念淡化， 过分强调个人主义。 百多年来占据中国人心头的

“祟洋”心理，在近年来极度泛滥的“出国热”中表现得淋漓尽

致。他们方面极力否认自己“崇洋媚外”，可另一方面却对外来

的事物又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例如大学生们对情人节、圣诞

节、母亲节等外国节日盲目追捧，欢呼雀跃，趋之若骛。 所以，

高校必须加强对学生的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教育， 增强他

们的责任感，为振兴中华民族做出自己的贡献。爱国主义是个

历史范畴，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具体内

容。 革命战争时期，需要我们为祖国的独立出生人死，建设时

期，需要我们为祖国的繁荣富强添砖加瓦。 那么，如何做一名

新时期的爱国主义大学生呢?首先，他们要有强烈的民族自尊

心、自豪感。 其次，要从思想上、知识上充分装备自己，为祖国

的繁荣稳定贡献力量。几千年的中华民族，凝聚出优秀的民族

精神，作为新时期的大学生有责任了解它，体会它，并且把中

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发扬光大。因而，对他们进行爱国主义和民

族精神的教育更显得急迫。

三、加强对大学生艰苦奋斗的教育

现在我国的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日益

改善，再加上家庭对独生子女的娇惯。现在的大学生与过去相

比较要奢侈得多，而且这种奢侈超出家庭的承受能力，学生之

间互相攀比的心理非常严重。所以，对大学生进行艰苦奋斗和

创业精神的教育是非常必要的。 江泽民同志指出，“改革开放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个艰苦创业的过程。”并且，“要把

宣传这种精神作为一种长期的、重要的任务，在全社会树立艰

苦为荣、奢侈腐败为耻的风气。 在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中，

在全社会大力弘扬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励精图治、无私奉献

的光荣传统和良好风尚。 ”通过艰苦奋斗的教育，让学生树立

艰苦创业意识、自立自强意识、劳动意识、俭朴意识，而这些又

正是他们所缺乏的。

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 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知

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世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当代中国大学生

面临的是更加复杂的国际环境和社会环境。 社会对人才的要

求越来越高。因此，高校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也必须加快改革

的建设，要“迈出更大步伐”，“有突破性发展”才能适应新形势

下培养新世纪人才的需要，只有采取积极进步的态度，求实的

方法， 切实的措施才能使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的建设取得更好

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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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的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思路

长沙环路建设开发总公司 周艳

音乐教育是提高学生艺术素养的学科，它担

负着教书育人的重任。如何在学生的心灵中播下

艺术的种子， 唤起相应的情感共鸣， 在共鸣、感

染、熏陶中启开心灵的门窗，丰富健康的情感，陶

冶高尚的情操， 这是音乐课教书育人的重要途

径。笔者结合多年初中音乐教学实践和当前农村

学校的实际情况，对音乐课堂教学实践进行了初

步探索。

一、优化教学内容

音乐是最富情感的艺术。托尔斯泰曾说：“我

喜欢音乐胜过其它一切艺术。”目前，我省农村初

中多采用湘教版的教材，从总体上看，内容安排

比较合理，但作为农村中学教师队伍和音乐教学

设备不全，教师还是难以完成教学任务，为此，将

教学内容优化的基本任务定为：从农村中学实际

出发，适当增加音乐教学中思想教育、国情教育、

家乡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内容的比重；加强音乐

教学的感受性、实践性，创造性音乐活动等内容。

近些年来笔者将《山路十八湾》、《幸福山

歌》、《快乐的人请鼓掌》、《在那东山顶上》、《大长

今》、《天路》 等具有民歌特点且带点通俗唱法的

歌曲介绍给学生，受到学生的热烈欢迎，还可以

结合乡土教材歌曲， 如祁阳县不仅是祁剧的故

乡，同时也是祁阳小调音乐的宝地，先从欣赏祁

剧优秀唱段及富有特色的祁阳小调乐曲开始，再

来欣赏学唱《唱脸谱》、《中华好儿郎》、《花木兰》、

《北京胡同》、《前门情思大碗茶》等好听的歌曲。

二、创新教学过程

由于农村中学音乐教师的水平有限，绝大多

数学校把音乐课上成了单纯的唱歌课，其教学过

程基本是： 发声练习———教唱曲谱———学唱歌

词。即或讲一点识谱知识，也是枯燥无味的，引不

起学生的兴趣，更谈不上理解运用。无法达到《大

纲》规定的中学音乐教育目标。为此，课题设计特

别强调注重优化教学过程。在优化教学过程的教

学活动中，要注意以下几点：

１、情感体验和聆听音乐是引发学生感受

音乐的先决条件，二者互为依存。 教师可用有

表情表演的唱（奏）把歌（乐）曲的艺术形象完

整地介绍给学生；也可放录音。 让学生在对音

乐作品的欣赏中感受不同歌（乐）曲的情绪、

速度、力度等。

２、听音、视唱、律动既是感受能力的进一步

深化，也是为参与活动做的知识、技能方面的准

备。 它必须结合每堂课的中心内容进行。

３、演唱、演奏是音乐教学过程中必不可少

的重要环节。无论是唱、奏技巧必须服从情绪。尽

量采用轻声唱法，注意保护声带，指导学生顺利

度过变声期。

４、实践、巩固是教学过程中相对独立的阶

级，也是反复练习的教学过程。 这个过程应结合

学生的实际提出新的要求。 如歌唱课，对当堂学

过的歌可加入不同节奏伴奏（拍手、跺脚）等，让

学生尽可能带表情地默唱出来。

教学过程中的几个阶段既相互渗透，相互促

进，又是相互独立的。在音乐教学中，由于每堂课

的内容、形式不同，可有所侧重与选择。

三、突出学生参与实践

1、情感深入，让学生在教学活动中体验

美。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引导学生聆听歌曲，唤起

学生情感，培养学生音乐审美能力，使学生对歌

曲的情感有更深层次的感受和理解，引导学生产

生美的体验。这种体验对学生心灵的影响远胜于

一般媒体对其影响，它能激发学生心中潜在的力

量，获得艺术审美体验。例如：随歌曲有节奏地击

拍；随旋律晃动身体等行为。 这样的体态律动虽

然形式简单、直接，但它说明学生已经体验到歌

曲本身的内容，有了初步体验感受，这是学生更

深入地体验歌曲情感的基础。 有些学生性格内

向，较胆怯，不好意思做体态律动把自己的体验

表现出来，教师要鼓励、肯定学生表现出来的体

态律动， 更要自己做一些体态律动引领学生表

现。 聆听歌曲有了体态律动，在此基础上教师引

导学生演唱歌曲，让学生从自己的演唱中进一步

体验情感，感受歌曲的内在美。 在已有的基础上

学生唱会歌曲不难，关键在于引发学生的情感会

唱歌。 前者要求学生唱准旋律，后者要求学生唱

出内在美。 会唱歌与情感体验是相辅相成的，情

感体验是会唱歌的前提，会唱歌是深入体验情感

和歌曲内在美的保证。 由此，情感深入可分为三

步进行：引导聆听歌曲→引领体态律动→引发情

感歌唱。

2、情感外化，让学生在教学活动中创造

美。

创造美是情感外化的特征，是将内在情感

体验形象化、客观化。 在教学过程中的具体行

为就是教师引导学生把自身对歌曲的感受、情

感体验客观、形象地表现出来。 笔者有意将音

乐欣赏曲目中一首长达七八分钟的歌剧选曲

《看天下劳动人民得解放》， 包括它的前奏、间

奏、尾声、唱词一节不漏的唱给学生听。 开始学

生也许是抱着面对老师演唱的亲切与好奇来

听的，个个平息静气，出神入境，一曲终了，掌声

爆发。 然而，老师“醉翁之意不在酒”地自白：这

首歌我已多年没唱了，可今天唱来仍象昨天刚

唱过的一样，毫不陌生”接着提出问题：为什么

这些歌我们唱了不忘，而你们现在唱流行歌曲，

唱了一首又一首，有的甚至唱过几百首，可唱过

不久就忘了。 这就说明优秀音乐作品是有生命

力的，艺术的生命，在于艺术的个性，没有个性

的作品就没有生命力。 学生体验到歌曲情感，

对内在美就有了一定的感受，在此基础上引导

学生把歌曲的情感，内在的美形象地表现出来，

这就是创造美的一种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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