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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推动高校退休干部参与城市社区党建研究 

 

上海理工大学 孔德静  

摘要：在上海市全面加强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的过程中，如何全面开展

城市社区离退休干部党建工作，特别是发挥高校退休干部在社区党建

中的重要作用，是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的重要课题。从目前的现状来看：

高校退休干部能积极参与城市社区的党建工作，也发挥出了重要作用，

但从社区基层党建工作的总体要求来看，其参与度不高；工作中还存

在一些薄弱环节；对社区离退休干部党建工作的宣传不到位，组织关

系隶属的限制等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作用的发挥。对此，本研究课

题提出了退休干部原单位积极动员引导、搭建有效平台、丰富社区活

动内容、创新组织活动形式、加大宣传力度等对策，以进一步推进社

区基层党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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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城市社会群体结构和社会组织架构的变化，

党建工作进入“城市基层党建”创新发展阶段。在城市基层党建大格

局中，城市社区离退休干部党建是重要组成部分，其中，高校退休干

部是一支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他们学历普遍较高，多数具有中高级

职称，普遍具有思想站位高、文化层次高、视野格局高的特点，蕴藏

很多“能人”“达人”。相较其他老年群体，高校退休干部在建设和谐

社会、文明城区中发挥的作用更大，是基层建设的重要参与者，其“人

才红利”潜力不可小觑。随着城市社区离退休干部党建工作的全面开

展，高校退休干部陆续到居住社区报到，融入社区，服务社区，通过

担任社区常规型党支部、功能型党支部书记或委员、“两新”组织党

建指导员、社区党建联络员、社区党课教师等，助力城市社区基层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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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参与的社区活动、服务或工作

建；担任社区、居民小区、业委会等基层党组织党务干部、参加社区

志愿者工作，为社区治理贡献智慧和力量；发挥文娱等特长，为丰富

城市社区精神文化建设做贡献。 

同时，我们也看到，在开展城市社区离退休干部党建试点工作

中，街镇普遍存在着“三难”：摸清社区老党员底数难、动员老党员

到社区报到难、抓好管理架构难。还有超过 32%的高校退休干部没有

参与任何社区活动、服务或工作（图 1），这种“零参与”现象的背

后，则很难有作用的发挥。那么，如何进一步挖掘和发挥该群体的知

识智力、阅历经验、群众威望等优势，以助力城市社区基层党建工作？

带着这些思考，本课题组坚持问题导向，坚持把总结经验与查找发现

短板问题相结合，通过召开座谈会、个别访谈、电话访谈、问卷调查、

查阅文献等研究方法，梳理了深入推动高校退休干部参与城市社区党

建工作中遇到的问题，继而有针对性地提出发挥老同志作用、深入推

进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的对策建议。 

二、高校退休干部参与城市社区党建面临的主要问题 

围绕基本信息、参与意愿、意见建议等内容，课题组设计了调查

问卷，面向上海 2 所高校（上海理工大学、上海财经大学）退休党员

干部（组织关系保留在学校）发放问卷 120 份，收回 118 份，有效问

卷占 98.3%。其中，男性 81 人，女性 37 人。年龄结构方面，60 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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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图3     没有参与社区活动或工作的原因

身体情况不允许
不感兴趣
参与原单位党组织活动，无暇顾及
缺少平台和纽带
融入社区积极性不高，与居民有隔阂
对社区工作不了解
政策支持不够
活动内容单一
其他

以下的被

调查者 4

人，61-70

岁的 61 人，

71-80 岁的

有 36 人，

81-90 岁的

有 18 人，90 岁以上 1 人。由以上数据可知，61-80 岁的被调查者居多，

有 97 人，占比 82.2%。学历上，大学本科及以上者占 45%。从居住地

来看，被调查者分布于上海的 10 个区，其中杨浦区居民超过半数，

占被调查者的 60%（图 2）。这也与两所高校的主校区在杨浦区有关。 

在组织问卷调查的同时，本课题组走访了上海大学、上海财经大

学、长白新村街道、上理小区等地，与街道及居委党组织的党务干部

就高校退休干部参与社区党建的问题进行探讨交流。同时访谈了 12

名退休党支部书记（含街道社区、高校退休干部）。经过半年多的调

研，对深入推动高校退休干部参与城市社区党建、发挥作用面临的主

要问题归纳、分析如下： 

（一）组织关系隶属 

高校退休

干部对学校有

着深厚的感情，

有的在高校学

习、工作长达

40 余年，虽然

离开了工作岗

位，但仍把学习活动的空间局限于学校内部，或者将主要精力用于高

校交代的其他事务，如在本校继续发挥余热，参与特邀党建组织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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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是否到所在社区报到亮身份

是

否

不知道要报到

关工委、老教授协会、教学督导、担任退休支部书记（委员）等。如

图 3 所示，“参与原单位党组织活动，无暇顾及”是没有参与社区活

动或工作的主要原因，占 49%。 

从退休时组织关系办理情况来看，除了个别家离学校较远、行动

不便的选择将关系转入社区外，绝大部分将关系保留在原单位。据调

查，沪上只有上海电机学院一家要求退休党员干部（局级退休干部除

外）将组织关系转入社区。上海财经大学目前共有退休党员 330 名，

其中仅有 5 人将组织关系转入社区。上海理工大学共有退休党员 587

人，其中组织关系保留在学校的有 543 人（占比 92.5%），组织关系

转入社区的有 44 人。根据“是否参加居住地社区党组织活动”的调

查，近 70%的被调查者回答“组织关系在学校，为何要参加社区的组

织活动？”这说明，一方面高校退休干部将组织关系隶属作为参加党

组织活动的依据，从岗位退休后“单位人”的观念仍在；另一方面，

高校退休干部对城市社区离退休干部党建中“一方隶属、多方管理”

的内涵了解不够。 

（二）丰富而忙碌的退休生活 

从到社区报到情况来看（图 4），选择“没有报到”的占 37%，“不

知道要报到”的占

15%，可见主观上没

意识、实践上没行

动的占了 52%，超

过半数。探究原因，

主要有三点：1.高校

退休干部属于高知

识技术群体，多数是单位的成功人士（领导或骨干或教授），拥有严

谨的工作态度和工作使命感，因此他们较容易返聘。“二次就业”花

费的精力掣肘了其在社区党建发挥作用。2.不少人觉得报到后社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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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会找上

门来，让

你干这干

那，而且

大部分是

琐碎繁杂

之事，不同于高校退休干部追求的“有一定内涵、蕴含专业知识、能

够实现自我价值的精神文化生活”。调查发现，60-80 岁的高校退休干

部一大生活特点就是有丰富多彩的计划，出游、兴趣组、二次就业、

照顾第三代等。甚至，还有少数人为了自己的退休生活计划而隐瞒身

份。还有的具备充足的闲暇时间和较高的可支配收入，常年在外旅游

或旅游养老，即使报到了也无暇顾及或参与社区党建。3.跟踪反馈机

制缺失。不少被调查者认为，在职时已经到社区报到，退休后无需再

报到。即使高校老干部工作部门已“吹哨”，但对是否报到没有跟踪，

再加上与社区党组织的联络沟通不及时或缺乏反馈机制，导致很大一

部分人报到率较低。 

(三)对社区党建工作缺乏深入认知 

随着城市社区离退休干部党建工作的开展，大部分高校退休干部

对“到了社区可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有了初步的认识和理解，但

在“还能做什么”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困惑。2019 年 5 月，市委老干部

局在部署今年上海老干部重点工作时将“积极探索实践，大力推进城

市社区离退休干部党建工作”作为重点工作之一。可见，起步试点阶

段后如何深入推进社区离退休干部党建工作成为新时代的重要命题。 

以上海理工大学退休教职工居住较为密集的上理小区（小区的退

休干部有 136 人，占组织关系保留在原单位的 25%）为例，为推进城

市社区离退休干部党建工作，2018 年社区在离退休干部中设置了常规

型和功能型党支部。两类支部的支部书记和委员均为高校退休干部或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很了解 了解一些 不大了解 没听说过

图5     是否了解上海开展城市社区离退休干部党建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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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教授。活跃在社区工作舞台上的两类支部书记认为，社区建设是社

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意义很大。只要有需要，工作不论巨细，他

们都积极参加支持。同时，他们表达了自己的困惑：1.城市社区离退

休干部党建如何进一步拓展？如何形成搭建发挥作用平台的长效机

制？发挥作用的骨干较少、后备力量不足瓶颈如何破解？作为有责任

心的老党员，老教师为社区常规型党支部书记怎么做而纠结。上海城

市社区离退休干部党建工作还处于起步试点阶段，社区党组织设置了

常规型、功能型党支部等组织架构后，职责定位、活动形式、宣传力

度等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和加强。据调查，一些被纳入常规型或功能

型党支部的同志并不知道自己是其中的一员，也难怪他们不积极参加

组织活动。调研中，只有 8.18%的高校退休干部对“上海开展城市社

区离退休干部党建工作”表示很了解，48.18%的表示了解一些，37.27%

的不大了解，没听说过的占 6.36%（图 5），对社区工作不了解的被调

查者占 15%（图 3）。这些数据表明，城市社区离退休干部党建的深

入推进还需要下大功夫，需要各社区根据本地地理位置、居民构成情

况、兴趣爱好等特点灵活开展活动，增强老同志对社区党建工作的认

知，促使其将参与城市基层党建作为一种习惯或生活方式。 

（四）社区活动的吸引力不如高校 

退休干部就近学习活动和发挥作用是趋势，也是城市社区离退休

干部党建的工作

重点。调研发现，

高校退休干部参

与社区活动的积

极性、融入度有

待于加强。如图 6

所示，118 名被调

查者中，不参加社区召开的工作通报会、沟通会的被调查者有 51 人，

11.32%

40.57%
48.11%

0.00%

20.00%

40.00%

60.00%

定期参加 不定期参加 不参加

图6     是否会参加社区召开的工作通报会、

沟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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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48.11%。 

一方面，某些老同志放不下架子，身份角色一时难以转变，在社

区感觉“对不上号”；另一方面，人内心都有强烈的归属感，高校退

休干部作为一个特殊群体，他们的这种归属感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原单

位；再者，他们与社区居民在业缘上交集较少，还带有知识分子的“清

高”，在学术与政治之间，爱好自由，有自己的个性，不喜欢被束缚，

如果社区活动没有“投其所好”，他们会避而远之。 

课题组在社区调研时了解到，社区精心组织了不少活动或兴趣小

组，但苦于上座率较低，参与率不高。还有个别老同志因无法融入居

住地社区而将组织关系从社区转入原单位。除了情感因素外，高校财

力支持力度大也是社区活动吸引力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党费、活

动费、福利费的使用及帮困方面，高校都占优势。沪上高校组织活动

时一般都会提供午餐，有的还提供早餐；同时对兴趣社团进行资助，

如果有老同志参与了某个兴趣社团，学校按 30 元/人给予支持。社区

活动则不为老同志提供午餐，在看望慰问老同志时慰问品比较单一，

不能买水果，只能是牛奶。党内关怀帮扶是城市社区离退休干部党建

工作的内容之一，这项工作要做实做细做出温度。然而调研发现，个

别社区在落实工作时忽视了细节关照，发生过电话通知一名 89 岁、

住 5 楼的高校老同志来领取春节慰问品（一桶十斤重的食用油）的囧

事。因子女住的较远，这位老教工歇息了好几次才将这桶油拎到家。

调查中，28%的人回答“从未就近得到党组织的教育与关心”。高校

老同志对社区的归属感还受基层党组织负责人的工作热情及责任心

的影响。一名老教授（组织关系在社区，该社区居住着一定数量的高

校退休干部）接受访谈时表示，他已见证了 3 届居民区党总支书记，

居民在社区党建工作中的参与率与基层党组织负责人的工作热情、工

作作风及责任心成正比。 

综上，身份认同、情感归属、条件保障、基层作风等因素影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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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老同志在基层党建工作的参与度。 

三、推动高校退休干部在社区党建发挥作用的对策建议 

坚持“一方隶属、多方管理、全面覆盖”的原则，摸清高校退休

干部底数，从供给侧和需求侧角度出发，以老同志生理和社会心理需

求为依据，提出相应的措施，选择合适的方式，以激发高校老同志为

城市社区党建增添正能量。 

（一）高校、社区共建党建“朋友圈”，使老同志主动自然融入 

当前全国党建工作已进入“城市基层党建”创新发展阶段。所谓

城市基层党建是以街镇社区党组织为核心，有机联结单位、行业及各

领域党组织，实现组织共建、资源共享、机制衔接、功能优化的系统

建设和整体建设。在街道和社区党组织统筹协调下，街道社区与驻区

单位已共同构筑城市基层党建“朋友圈”。高校可充分利用区域优势，

建立健全党建共建机制，为老同志发挥作用搭建平台，通过主动对接、

宣传引导，使老同志主动自然融入社区。 

1.原单位部署推动，并加强区域化党建联建。三成多的受访者认

为这是提高老同志参与社区党建积极性的主要方面（图 7）。高校可

依托支部书记培训班、校情通报会、主题党日活动等多种途径对老同

志进行宣传引导，鼓励他们主动融入社区。高校可通过发“报到函”、

社区党组织反馈的方式，鼓励老同志到社区报到亮身份，条件允许的

可以动员鼓励老同志将组织关系转入社区。结合重要节庆，高校老干

35.62%

12.33%
15.75%

25.34%

10.96%

0.0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40.00%

图7     您认为应从哪方面提高老同志参与社区党建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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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工作部门可与社区开展联组学习，增强老同志对社区离退休干部党

建工作的认识。 

2.社区党组织可通过组团式上门等方式，摸清辖域范围内组织关

系保留在原单位、尚未到社区报到亮身份的老同志情况，建立高校老

同志数据库，通过小区的电子大屏幕、宣传栏、组织“党建直通车”

培训等方式，进行广泛宣传，引导高校退休干部主动到社区报到，就

近发挥作用。 

3.建立发挥作用信息库，构建“一人一时一事”的工作模式。鉴

于高校老同志丰富多彩的退休生活,可根据个性特征、爱好兴趣、健

康状况等，社区与原单位共建退休干部个人档案，在此基础上探索

“一人一时一事”的工作模式，即根据老同志的优势特长，创造平台，

每年让他发挥作用一至两个小时。这样既不会占用他太多的时间，也

充分发挥了其独特优势。 

（二）搭建活动平台，提高吸引力和参与度 

长期以来，我国的高校都是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象牙塔式的事业

单位存在于社区中。高校退休教职工因长期的习惯养成，主动融入或

参与社区事务的积极性不是很高，因此要推动老同志参与社区党建工

作、发挥其作用就需要有相应的契机或搭建共建的平台，如学校或学

院层面的党组织与街道党工委进行共建联建，并在具体的共建工作中

主动将高校退休干部教师推到第一线，充分发挥教师、干部的专业学

识特长。上海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与杨浦区大桥街道党工委共建

后，该学院的老教师已成为大桥街道开展社区党建工作的生力军，每

年共 40 次左右的社区党课及其它党建活动都产生了非常好的社会效

应；上海理工大学原党务干部苏金发等老同志在长白社区宣讲党的政

策理论、十八大、十九大精神十余年，通过思想宣讲起到了“播种机”

的作用，唤醒了更多老同志在社区发挥作用。上理小区发挥上海理工

大学老教师的作用，依托“侨之家”“百姓论坛”“读报小组”“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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蹈队”等平台，增强老同志参与活动、发挥作用的积极性。桃浦镇同

济沪西小区联合同济大学退休教师共同创建的“晚霞风采站”也是一

个很好的平台。上海财大与五角场街道共建，聘任了一批高校特邀党

建组织员、社区党建联络员、“两新”组织党建指导员等，扩大了社

区离退休干部党建工作的覆盖面。 

（三）丰富活动内容、创新组织形式 

据调查，37.67%的受访者认为应丰富社区活动内容、创新组织活

动形式以提高老同志参与社区党建积极性（图 7）。69%的人表示，认

识的高校退休干

部中积极参与社

区党建的不是太

多。50%的人表

示愿意参与社区

退休干部党支部

活动（图 8），相

比较社区单调的通报会、沟通会，高校退休干部更倾向于参加党组织

的活动。这也表明了高校退休干部党员具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参加活

动初衷是发挥党员先锋作用（34%）。不愿意参与社区退休干部党支

部活动的占 24.04%。行为的背后是一定的动机。要激发老同志参与

城市社区党建，首先要让老同志产生兴趣，让他们愿意并持续。调查

研究显示，在经济条件尚可的情况下，高校退休干部对精神文化需求

更为迫切，更愿意选择比较高雅、有一定内涵、蕴含专业知识、能够

实现自我价值的精神文化生活。因此阅读型爱好（主要指一些与阅读

和思维活动关系较为密切，能够获得新知识的爱好，如看书、看报或

阅读杂志及读书会等）在高校退休干部兴趣爱好类型中比例最高，娱

乐型爱好所占比例次之。了解了老同志的兴趣爱好，才能在活动组织、

内容设置上有的放矢，吸引他们更积极地参与到社区党建工作中。如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愿意

不愿意

说不清楚

图8     是否愿意参与社区退休干部党支部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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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新区依托社区“家门口”服务体系成立的“老书记督导团”、奉

贤南桥镇“乐龄先锋·南桥家园”党建示范点等，以丰富的活动内容、

新颖的组织形式得到了基层认可、群众欢迎。 

另外，活动设置方面不能太复杂，因为与成就性动机降低相比，

老同志避免失败的动机却相应地增加，他们在社会实践中尽量选择去

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而回避困难的任务。根据高校老同志一般怀

有深厚的教育情节的特点，社区党组织可动员引导他们参与关工委工

作，面向小区在校中小学生开展系列学习讲座，使得老同志在与青少

年交流互动中赓续教书育人情怀。每年的教师节，可组织集体庆祝活

动，让高校退休干部感受到组织的关心与尊重，增强对社区的认同感

和归属感。 

（四）广泛开展宣传动员，发挥典型示范作用 

在“您认为应从哪些方面提高老同志参与社区党建工作的积极性”

这个问题上，选择“广泛开展宣传动员”的占 15.75%（图 7 所示）。

部分高校退休干部还有“到了社区可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还能做

什么”之类的困惑，说明社区离退休干部党建工作的内容、实践、成

效等还未“家喻户晓”，需要进一步广泛宣传动员，同时发挥典型示

范作用，通过先进典型引导更多的高校退休干部为社区党建工作献智

出力。 

以杨浦区为例，为广泛发动动员，区通过发倡议书、编制《问答》

《手册》等材料，吸引、便利老同志到社区报到。比如，区“金色夕

阳”老干部正能量工作室向全区离退休干部发出倡议书，“到社区广

阔舞台发挥更大作用”；形成了《杨浦区开展城市社区离退休干部党

建试点工作问答》，发到各单位老干部工作分管领导、老干部工作者、

各居委会党总支书记、各离退休干部党支部书记手中；为方便退休干

部到居民区报到，方便原单位党组织了解本单位退休干部党员在社区

的学习活动、发挥作用情况，区制作了《离退休干部党员社区学习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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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手册》和《社区离退休干部党支部手册》。 

另一方面，原单位和社区要注重挖掘发挥作用的先进典型、总结

街镇试点工作的好经验好方法，加大宣传力度，借助传统和新媒体向

高校、社区或上级有关单位推送，并适时制作宣传册等事迹材料，分

发到每个居民，增强先进典型的辐射力与影响力。以激发正能量为目

标，在社区最显著的位置设立“光荣榜”，对评选出的各类党员先锋

典型进行风采展示，并将他们的先进事迹利用社区广播、自编内刊、

宣传橱窗等进行广泛宣传，营造出学先进、比先进、当先进的浓厚氛

围。另外，积极搭建平台、提供有力保障，有条件的社区可探索实践

老党员工作室运作机制。 

总体而言，高校老同志思想觉悟高，在睦邻家园、精神文明建设

方面是一笔难得的宝贵财富，各级领导、部门要动员、宣传、关照他

们，定期挖掘典型素材，激励他们发挥独特优势、彰显自身价值，为

城市社区离退休干部党建工作融入城市基层党建大格局增添正能量。 

四、几点启示 

第一，认识到位是前提。知是行之始。活力在基层、创新在基层，

社区是城市治理“四位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各级要有明确

的指导思想，坚持以党建为引领激发高校老同志积极参与城市社区离

退休干部党建工作，这是由旁观者成为参与者进而甘当助力者的首要

前提。社区工作实属不易，社会各方面应对社区干部多些理解。 

第二，掌握详情是基础。“了解他才能用他”。原单位与社区党组

织要形成联络沟通长效机制，在摸清底数的同时掌握高校老同志的所

盼所能，对接社区党建的所需所要，建立信息共通、资源共享、人才

共用的共赢模式。 

第三，发挥作用是重点。法国古老谚语“一个老年智力者，等于

一座图书馆”，形象而生动地说明了老年人才的巨大潜力和社会价值。

高知识群体、成为一名有用的社会成员的自我实现的成就动机，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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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干部的这种优势特性如果被充分激发，将是推动社区离退休干部

党建工作的宝贵财富。作用的发挥离不开平台载体，因此政府、高校、

社区等要协同合作，积极搭建发挥作用的有效平台。 

第四，建立机制是保障。体制顺则运行畅，运行畅则作用显。

各级党组织要完善工作运行机制、明确责任分工。同时建立调研机制、

宣传机制、督查考核机制、条件保障机制，探索建立退休干部在社区

学习活动的评价体系。原单位党组织要把离退休干部党员在社区的表

现作为评议党员、评先创优的一项重要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