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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wadays, the new media technology is developing rapidly and has been widely used by people.
College students are one of the most widespread and most active groups in the new media technology. The wide use of new media in college students, which brings many opportunities to college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lso makes it face many challenges. Facing seriously
and exploring actively the strategies of college students’ ideological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 not only can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but also has a very important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value of enhancing the cultural soft
power of the whole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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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今时代，新媒体技术迅速发展并被人们广泛应用，大学生是新媒体技术使用最广泛最活跃的群体之一。
新媒体在大学生群体中的广泛运用，既给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诸多机遇，同时也使其面临着
不少挑战。认真面对、积极探究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应对策略，不仅对提高大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意义重大，而且对提升整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也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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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今时代，新媒体被广泛应用于教育领域。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作为该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新媒体的运用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既带来了机遇又带来了挑战。在探究新媒体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带来机遇和挑战的基础上，制定新媒体时代下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应对策略，从而引导大学
生在新时代新情况下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做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为实现
伟大的中国梦而贡献自己最大的力量。

2. 新媒体时代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机遇
新媒体以其所具有的交互性、全息化、数字化、网络化等独特优势丰富和创新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的方式、方法与手段，进一步增强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从而给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带来了一系列机遇。

2.1. 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新平台
当今时代，新媒体技术被各个国家广泛应用，许多国家将新媒体作为传播自身价值观的重要工具，
向世界各个国家输出自己的价值观，一些国家甚至运用新媒体大搞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在新媒体如此
被广泛应用的时代里，作为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人才的重要机构，高校也应善于利用这一平
台为自身服务，为思想政治教育服务。应充分利用新媒体积极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将新媒体打造成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平台。由于新媒体打破了空间与时间的限制，
高校应充分利用微信、手机、网络等新媒体向大学生传播更多有关思想政治教育的知识，为其提供更丰
富的学习资源，拓宽他们的知识面，丰富他们的人生阅历，同时老师可以借用这些工具与同学们就相关
的思想政治教育问题进行探讨。新媒体俨然成为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平台。

2.2. 有利于更好地发挥隐性教育方式在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中的作用
从教育功能的呈现形式来划分，我们可以将教育划分为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两种形式。所谓显性教
育就是依照教育目的，采用集体灌输的形式，使教育在实际操作中表现出与教育目的相符合的结果。而
隐性教育是一种不同于显性教育的教育方式。隐性教育是指在遵从教育目的的前提下，通过无计划、间
接、内隐的社会活动渗透教育内容，使受教育者不知不觉地受到影响的教育过程，通常以“潜移默化”、
“润物无声”的方式对受教育者的思想、观念、态度、价值、道德、情感等产生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是
对学生进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的主要渠道，是学校德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大学生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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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教学过程中灵活使用这两种教育方式，就可以使两者取长补短，既能通过显性教育使学生将所学知
识准确快速地掌握，又能通过隐性教育降低学生产生逆反心理的可能性，提高其学习兴趣和学习效率。
将新媒体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种方式可以一改过去那种由老师单方面灌输、学生被动接受的教
育方式，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导作用，让学生将所学的知识更好地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更好地调动学
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大学生的学习质量，充分发挥隐性教育方式在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
中的作用。

2.3. 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发挥情感因素在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中的作用
“教育是情感交流的双向过程，只靠教育者单方面的情绪情感感染力量是无法实现教学目标的。教
育者只有尊重并满足学生的情感才能使学生在情感上容易接受、认同教育内容，进而实现教育主客体情
感的融通，学生也才会提高对教育内容的接受程度并转化为自我教育的内在动力”[1]。长期以来由于受
传统教育模式的影响，教育过程都是老师讲学生听的单方面教学过程，师生之间缺少沟通与交流，彼此
之间的感情也不深刻，从而使得课堂互动性不强，不能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新媒体所具有的即时性、
交互性正好弥补了这一缺陷，为师生提供了良好的情感交流平台。师生之间不用面对面的采取匿名方式
进行交流使学生消除了对老师的畏惧感、距离感，他们之间是平等民主的，学生可以畅所欲言地表达他
们内心最真实的想法。借助新媒体这一平台，老师可以真正了解学生的所需所想，更加注重培养师生之
间的感情，在今后的教学过程中也会更加注重营造平等民主的学习氛围，使教育内容更有针对性，从而
进一步提升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效果。

2.4. 增强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生动性
新媒体具有多媒体性的特点，它不仅包括视觉符号系统，而且包括声音符号系统，利用新媒体可以
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转化成既有视觉享受又有听觉享受的“文化盛宴”，声图并茂使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变得更加生动形象，可以让学生了解到更多的东西，对于教材中的重点，我们可以用红色字或加下划线
等方式标注出来，以此来提醒学生，引起学生的重视，从而使受教育者的印象更加深刻，使教授内容更
易于被同学们所接受所理解，也更有助于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传播与宣传，有助于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
育的育人作用。

3. 新媒体时代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挑战
新媒体在给大学生的学习、生活、交流和资讯等方面带来方便快捷的同时，由于自身存在的诸多缺
陷也给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新媒体上传播的一些不良信息不利于大学生的身心健康，
网络、微信、论坛等新媒体往往安全度不高，一些大学生沉迷于虚拟世界，不能正确处理虚拟与现实的
关系，影响了正常的学习与生活。一些西方国家将新媒体作为传播自身价值观的重要工具，使大学生易
受腐朽思想的影响，不利于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些问题对高校大学生的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与要求。

3.1. 学习方式的“快餐化”
新媒体拥有的丰富的学习资源一方面为大学生的学习带来了诸多便利，但另一方面，新媒体的广泛
使用也使大学生的学习方式发生了变化，“快餐化”的学习方式在大学生的学习过程中随处可见。由于
新媒体拥有丰富的学习资源，许多大学生一遇到难题或是困难就习惯性地去网上搜索答案，他们习惯了
一页一页地下翻，习惯了以复制粘贴的方式拼凑答案，对于自己不感兴趣的内容习惯了一带而过，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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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成本、高效率的“快餐化”的学习方式备受大学生的青睐。但是这种学习方式并不利于大学生独立思
考习惯的养成，不利于大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不利于大学生学习知识的深化。

3.2. 生活方式的时尚化、潮流化
新媒体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其包含的内容更新速度之快使人们的生活方式越来越追求时
尚化、潮流化。大学生作为新媒体最广泛最活跃的使用群体之一，更是追求时尚化、潮流化的先锋队，
网络文体、网络语言为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所使用。在这个新媒体被广泛应用的时代里，不懂得微博、微
信等新媒体的大学生似乎让人很不可思议，让其他大学生感觉这些人与自己似乎不是生活在同一个时代，
习惯性地把这些大学生称为“异类”。大学生的生活方式正在被新媒体悄然改写，他们习惯了网上购物，
喜欢穿款式最新、最潮的衣服，炫酷、攀比现象在大学生中随处可见。他们成为新媒体的忠实追随者，
手中的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更新换代速度之快让其他群体自愧不如。时尚化、潮流化的生活方式虽然
可以带动某些新兴产业和新工艺品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经济的发展，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却浪费了
大量的时间与金钱，使消费主义之风日渐盛行，不利于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构建。随着大学
生生活方式的变化，他们对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也漠不关心或知之甚少，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正面
临着严峻挑战。如何处理好现代文化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让同学们对这两种文化有一个正确的理解
与认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又一挑战。

3.3. 人际关系的冷漠化
新媒体的广泛运用一方面使人际交往变得更加快捷和丰富，但另一方面也使人际关系变得愈来愈冷
漠。搜狐教育频道和《中国青年报》曾联合做过一项有关互联网的发展会替换掉我们生活中的哪些精彩
内容的调查，见表 1 [2]。
通过对表格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现在的人们越来越热衷于使用电子邮件进行联系，而写信、寄
贺卡的人变得越来越少了。见面聊天的机会少了，网上聊天的机会多了。出差的机会少了，远程会议多
了。逛街的机会少了，网上购物的机会多了。众所周知，使用电子邮件进行联系无法像传统的书信那样
“见字如人”，无法给人一种亲切感，久而久之，人们之间的感情也就变得越来越淡了。而且从心理学
和生理学的角度讲，面对面的交流也更有助于人们情感的交流。人们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如果在新
媒体上使用的时间过多，那么用于面对面人际交往的时间就会必然减少。根据武汉大学对“大学生上网
时间的调查报告”的结果分析，我们可以发现：54%的大学生平均每天的上网时间要在四小时以上[3]。
新媒体使用时间过多使得大学生与家人和朋友交流的时间就会相对较少，参与社交活动的时间也较少，
长期以往，与周边人的关系也会变得越来越冷淡。
Table 1.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replacing the wonderful contents of our lives
in the investigation
表 1. 有关互联网的发展会替换掉我们生活中的哪些精彩内容的调查
你感觉，电子时代的来临给你的生活带来了哪些变化？(可多选)
写信、寄贺卡少了，用 email 联系多了

27.62%

纸质的书看得少了，电子书看得多了

23.77%

网聊多了，打电话或见面聊天的机会少了

35.62%

出差机会少了，远程会议多了

2.97%

逛街少了，网上购物多了

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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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价值观念的西方化
新媒体的使用使不同国家的文化相互包容，相互借鉴，共生共存，极大地开阔了人们的文化眼界，
打破了人们思想的禁锢，促进了人们观念的更新。但是一些西方国家一直以新媒体为媒介，极力向其它
国家的人们宣传自己的价值观。大学生涉世尚浅，价值观还未完全定型，易受西方价值观念的影响。一
些大学生向往西方国家所谓的“民主”“自由”和“人权”，喜欢过西方节日，追求西方国家的生活方
式，在一些别有企图的西方国家的鼓动下，他们的价值观念越来越西方化。他们喜欢观看西方国家的影
片，喜欢吃诸如汉堡、薯片等西方国家的食物，喜欢购买西方国家生产的电子产品。这种西方化的价值
观念很容易使他们丧失自我，盲目跟风，甚至出现价值观的扭曲，从而对国家安全构成潜在威胁。

4. 新媒体时代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应对策略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广泛使用新媒体已成为不可避免的潮流和趋势。为了进一步增强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的影响力，更好地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立德树人的作用，我们必须加紧制定新媒体时代下大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应对策略。

4.1. 做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工作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包括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这三个层面的内容相互联系、相互贯
通、相互促进，是有机统一的整体。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和教育大学生，对大学生的健康成
长是极为重要的，有利于他们在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将自身潜能最大限度的发掘出来。因此，
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理应以此为基础，与此相契合。一是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要坚持抓好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教育，突出主旋律教育，即要重点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教育，
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努力消除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二是高校的各院系也要注重做好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工作。通过海报宣传、知识问答等形式向同学们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相关
内容。三是大学生社团、校园广播站等校级组织也应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阵地。社团可以定
期组织一些譬如去敬老院做义工、去贫困山区支教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活动，广播站应多
广播一些与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观相关的报道，多传递一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正能量。总
之，我们应充分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高校力量，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贯穿到高校建设的全过程。

4.2. 充分利用新媒体的独特优势，不断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途径
“新媒体时代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仅要面对学校、家庭和社会层面的‘现实的’有形的空
间和时间，更要面对一个更大、更广泛的‘虚拟的’无形的时间和空间”[4]。在新媒体如此被广泛运用
的时代里，充分发挥新媒体的独特优势，不断开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途径对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
至关重要的意义。我们应充分利用新媒体的独特优势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形式、体制机制和传播手段
的创新，将新媒体建设成为思想政治教育文化传播的新平台。利用新媒体建立一批传播思想政治教育的
主题网站，例如我们可以以“节约和环保”为主题建立一批“光盘行动”网站，号召人们不要浪费粮食，
要养成勤俭节约、爱护环境的良好习惯。我们还可以以革命精神为主题建立一批红色网站，通过网站的
建立和宣传，教育、引导和鼓励人们现时代我们仍要发扬革命精神，保持艰苦奋斗的良好作风。除此之
外，我们也要注重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传播力度和普及宣传广度，加快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大众
化和时代化。老师可以利用微博、贴吧等网络交流平台加强同学生之间的交流，可以就反腐、食品安全
等某些热点问题或同学们关心的考研、就业等焦点问题展开交流讨论，充分利用新媒体这一平台引导大
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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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切实提高思想政治教育者的工作水平
新媒体在教学中的广泛应用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工作水平也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传统
的教育模式已不能完全适应时代发展要求，教育者要善于在教学中将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结合起来使用。
当前一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对新媒体的了解和接触还比较少，运用新媒体的能力还不强，高校应当加
强对师资队伍的培训，多传授给他们一些新媒体知识，注重培养他们运用新媒体进行教学的能力。思想
政治教育者也应加强自我学习，善于将新媒体运用到教学中去。“在运用新媒体进行教学时思想政治教
育者应学会取长补短、趋利避害，对新媒体的运用要恰当，找准最佳切入点”[5]。要正确处理好学生独
立思考问题和多媒体课件内容选择之间的关系，不抢夺学生的思维空间。运用新媒体教学时要注重培养
学生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和创新能力，注重与同学们的互动，注重教育的主体性，努力探索一套适合时
代要求及学生需求的教学模式，使自身的工作水平更加适应新时代的教育需求，工作能力更能满足学生
需求。

4.4. 建立健全新媒体的信息监督机制
新媒体的应用虽然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诸多机遇，但另一方面新媒体中拥有的大量不良信
息对大学生身心发展极为不利，加强对新媒体信息的监督势在必行。对其监督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
理，惩防并举，预防为主，强化从源头上根除不良信息。要动员全社会人民对其进行监督，坚持党委领
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行业自律。同时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信息监控及发布机制。就高校而
言，虽然不能从源头上控制不良信息的传播，但可以就信息的传播过程加强管理与监督，要时时关注信
息传播动态。“充分利用网络平台跟踪学生的信息动态，及时发现他们存在的问题并予以纠正，引导他
们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6]。通过设立网络管理员、领导负责制等措施加强网络管理和监督力度。总而
言之，高校应采取各种措施创造一个良好的信息监督环境。就大学生而言，应坚定政治立场，加强自身
道德建设，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自觉抵制不良信息的影响，对新媒体上的不良信息要
及时举报，坚持文明利用新媒体。总之，我们要充分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加强对信息的监督。

4.5. 加强新媒体时代下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
新媒体时代下，信息类型的多样性、信息内容的不确定性给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带来了巨大挑战。加
强新媒体时代下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已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各高校可以通过以下几
点加强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一是要注重加强对大学生媒介方面的教育。高校应将媒体知识引入课堂，
应使媒介教育常规化、制度化，应定期邀请媒介专业人员对大学生进行辅导。各个学校应结合本校实际
开发适合自己学校学生的媒介教材，将媒介教育贯穿到学生教育的各个方面，通过讲座、听报告、观看
影片等形式的活动加强媒介教育，使同学们的媒介素养在不知不觉中逐步的提高。二是“高校有关部门
应加大媒介素养教育的投入力度，成立专门的媒介素养教育机构，组织专家学者进行相关的理论研究，
努力营造一个良好的媒介素养教育环境”[7]。三是大学生自己也要意识到新媒体时代下加强自身媒介素
养教育的重要性，主动提高自己的媒介知识、媒介道德和媒介能力，积极参与到媒介的运作中去。

5. 结语
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育人应以德为先，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意义重大。在新媒体被广
泛运用的时代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既面临机遇又面临挑战，如何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适应时代要
求是所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面临的一个重大难题，解决这一难题对于国家和个人来说意义都十分重大。
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应充分发挥新媒体的优势，在教学过程中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创新手段，将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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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与传统媒体结合起来，加强大学生的思想道德建设，使其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在实现到建党一百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到建国一百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两
个百年”目标的进程中充分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在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这一“中国梦”
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最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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