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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互联网的不断普及和发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互联网+”模式也由此诞生。这对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而言，挑战与机遇并存。立足于互联网迅猛发展这一背景，高校思政课程的教学要与社会发展相适
应，才能在教学方面做出有效改革。本文先论证了“互联网+”背景下创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性，
分析了在此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挑战并提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个性化教育的改革路径，以期
帮助高校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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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populariz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the “Internet+” mod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ises. This brings both opportuni文章引用: 张帆琳. “互联网+”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究[J]. 社会科学前沿, 2021, 10(5): 1365-1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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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es and challenges 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the teach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must adapt to the social development, so as to make effective
reform in teaching. Starting with the necessity of innov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e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t the present stage and
proposes the reform path of personaliz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et+”, in order to help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mprove
the level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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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思想政治教育是高校培育学生优良品质、高尚道德涵养的重要内容。通过科学精确的思想政治教育
教学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认识水平与政治素质，还可以对其综合能力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推
动作用。在新时代，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受到了高度重视，但是由于受到了较为传统的教育理念的限制，
仍有许多不足之处亟待改进。“互联网+”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新形态的出现，而这种新形态又反过来为
社会的进一步变革发展创造了便利的网络条件。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过，“互联网是传播人类优秀文化，
弘扬正能量的重要载体[1]。”从这当中可以看到，党中央鼓励教育者在传授知识的过程中，积极运用互
联网载体。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当务之急便是占领学生在互联网上的思想、政治和文化的高地，
以真正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效率。

2. “互联网+”背景下创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性
“互联网+”现在不断书写世界发展新的篇章，2020 年，我国手机网民人数已到达 9.40 亿[2]，这个
数据在大学生群体内几乎是百分之百。这充分表示，互联网已经成为思想政治教育进行工作的主要载体。

2.1. 创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确保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权的需要
意识形态深刻影响着一个国家文化前进的方向和发展的道路，起到了指引前进方向的重要作用。但
是伴随着科学技术与网络的日新月异，不论是网络方面还是现实方面，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都愈加复杂。
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过“要强化思想引领，牢牢把握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3]。从当前的情况来
看，高校的意识形态发展与建设状况处境艰难。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适应“互联网+”的背景，与时
俱进，不断主动开辟学习发展建设的新阵地，学会利用新媒体所不断衍生的新手段，了解学生喜好与需
求，争取采用大学生喜欢的方式，将话语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与此同时，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也要
努力利用互联网以便于了解大学生的思想动向。在“互联网+”的背景下，高校要不断加强对于意识形态
工作的引领，要结合时代背景，与时俱进。高校思政教育者一定要清楚地了解到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重
要性，强化网络空间阵地的建设与发展，努力构建风朗气清的网络氛围。高校必须要抢先占领网络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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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宣传阵地，用大学生愿意倾听并且可以理解的方式去授课，正确引导大学生们认清现实，端正思
想确保主流意识形态的领导权。

2.2. 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网络思想文化阵地建设的需求
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出，“宣传思想战线要积极作为、开拓进取，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深
入人心”[4]。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尤其要注意利用好网络阵地，采用新颖潮流、丰富多变，学生喜闻乐
见的方式，深化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本质、内涵、价值与其特有魅力的理解。与此同时，高
校必须要搞好校园网络空间治理，将网络新媒体作为主要的宣传渠道与阵地，大力宣传积极健康的网络
思想文化。

2.3. “互联网+”自身具有创造和满足大学生个性化需求的特点
“互联网+”时代，上网没有时间和地点的限制，有如下三点优势：一是“互联网+”为大学生提供
自主选择学习内容与方式的可能性。大学生自主学的意识正在不断加强，思想也越来越朝着个性化的方
向发展，21 世纪的大学生越来越具有自己独特的待人处事方式，网络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让人意想不
到的可以便利他们学习生活的人性化内容与灵活的操作方法。二是“互联网+”给大学生提供了不同于他
人的独一无二的个性化的选择。新时代的大学生们渴望特立独行，对于与众不同有着不同于以往的强烈
要求。而“互联网+”时代刚好可以满足他们的这一需求。三是“互联网+”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在线教育
发展提供了可能。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达到了大数据提取的技术，这也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
提供了便利性和可操作性。

3. “互联网+”背景下创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挑战
3.1. 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权威性相对减弱
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内容较为复杂，主教学形式主要为讲述，而且内容大多为理论性，严重依赖课本，
导致课堂内容虽说是十分丰富，但却也相对枯燥，提不起学生兴趣，整个课程的教学效率和效果都远低
于期待值。但这种教学方式能够保障教育主题明确，知识体系完备，教学目的清晰，教师的主体性得到
充分体现。但是在“互联网+”的背景下，学生能够使用网络来进行知识的采集，而网络上知识更有趣味
性[5]，这便使得学生更加倾向于在网络上获取思想政治教育相关知识。网络使得学生们学习深度不断加
深、知识面更加广泛。互联网的这种特点使得学生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显著提高了其主动性，参
与讨论，他们成为了知识信息的交互者。甚至于，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掌握舆论的大致发展方向，这样
教育者的引导作用便被不断削弱，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权威性严重被弱化。

3.2. 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引导方向被质疑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一般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中心，构建学生的整个知识体系，
同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表现，不断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标准。然而，在“互联网+”的背景，各种
自媒体与信息门户的出世与流行，不仅拓宽了大家接收信息的渠道，提高了大家阅读理解信息的能力，
与此同时，也使得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观点表达者和舆论发酵者。每个人都有直接的对任何时事新闻表达
观点的权利与能力，这也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引导工作产生了困扰。纷繁复杂、难辨真假的信息，给学生
获取正确信息增加困难，使其容易受到不良信息的影响但是在互联网出现后，随着各类门户网站、网络
流媒体、自媒体、社交软件等互联网平台的出现和应用，拓宽了个人接受信息的能力。同时也为互联网
使用者提供了舆论产生和转发的便利条件，导致学生可能会对马克思主义是否正确产生质疑，这就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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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进一步被弱化，从而致使学生对自己未来的人生产生怀疑，对社会有较多不满。

3.3. 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方式停滞不前
在网络尚不发达的年代，思想政治教育课堂是类似于照本宣科的填鸭式教育，十分依赖于教材。但
是由于教材的更新速度较慢，案例不能与时俱进，缺乏时代性，不能引起与学生的共鸣。此外，由于理
论性较强，大部分教师只能采用照本宣科的方式，缺乏与学生的互动，这样的教育模式严重滞后，并不
能够满足当代大学生的学习与精神需求。

3.4.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师队伍建设滞后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和学生的日常生活、学习休戚相关，极为重要，这边对思想政治教育教师提出了
较高的要求。因此，这也就要求从事这一工作的思想政治教育者必须要有较高的专业理论素养。此外，
也要对社会热点事件有足够敏锐的嗅觉。但由于当代思政课教师的培养方案较为陈旧，思政课教师对自
身的定位和认知都不甚清晰准确。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对思政课与思政教师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思政课的改革刻不容缓。

4.“互联网+”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个性化教育的改革路径
4.1. 在保证思政课权威性的前提下创新教学形式
在“互联网+”的背景下，学生们在网络上具有多重身份，既可以充当舆论的制造者，也可以成为舆
论的传播者、评价者，充满自主权，这也使得比起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学生们更乐意在网络上来获取
知识，这也是思政课权威受到挑衅的重要原因。在传统的思政课教学中，学生是灌输者，课堂教学中处
于从属地位，可想对思想政治教育提不起太大兴趣。所以，要想保证思政课的权威，必须深刻了解学生
需求，来创新教学形式。例如，可以进行翻转课堂、微课教学等。除了教学模式的创新，教学内容也要
与时俱进，聚焦社会热点问题，激发学生讨论兴趣，提高课堂的教学效率。这样可以在确保思政课的权
威性的前提下，显著提升教学效果。

4.2. 利用思想政治教育的专业优势引导学生的学习方向
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要善于利用一切的渠道来促使学生认识到网络中的海量资源，并理解网络
的工具性与发展的持续性，在利用网络的同时不断完善充实自己。但是，也要了解到网络信息资源鱼龙
混杂，可信性有待商榷，必须要提高学生的信息辨别能力。在此问题上，思想政治教育教师队伍必须要
加强网络上的资源信息的甄别能力，深入理解思想政治教育的理念观点。因此，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
优势，为学生提供更加有保障的网络学习资源和平台。同时也有义务教导学生了解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
要学会辩证地看待网络信息，不断提升客观、独立看待世界的能力。

4.3. 优化教学内容以确保思想政治教育课堂与时俱进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必须要充分了解自己进行思政课教学的目的与效果，不仅要将教材上的知
识教授给学生，使得学生形成完备的知识体系，更要摆事实，讲道理，让学生认同思想政治教育课堂的
相关观点，促使学生的思想得到及时的引领，从而形成正确的思想价值观念。在制作教学大纲时，应该
要在尊重教材知识的前提下，充分联系实际，在必要时可借助互联网的相关信息，立足于学生的日常生
活，让他们更有认同感、参与感。对于逻辑分明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知识，由于较为枯燥，教师可尽量
采用碎片化的方式来灌输，使得学生更易接受晦涩难懂的理论。只有不断的优化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内
容，优中选优，才能保证思想政治教育课堂具有时代性，与时俱进。在“互联网+”的背景下，更要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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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开放性，使其面向所有网民。在网络的发展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一定会产生新的
内容，这些内容良莠不齐，教师要引导学生有选择性地进行知识获取与理解，不被不良信息所影响。除
此之外，为了解决传统思政课教学内容陈旧的问题，教师需要不断挣脱打破理论课教学所带来的束缚，
将思想教育的工作与社会实际相结合[6]。教师还应该引导学生们把学到的理论应用在解决现实问题中，
同时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达成思政课教学改革与创新的目标。

4.4. 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工作
在“互联网+”的背景下，我们的学习变得十分快捷方便，同时也给高校思政课教师提出了很高的要
求。为了更好地应对挑战，高效发挥思政课对学生的引导与感化作用，思政课教师就必须要不断提升自
身硬本领，增强教学实力。要达到这一效果，首先要与时俱进，把“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与思政课的知
识结合起来，用互联网来促进思政课知识的传播。其次，思政课教师也要不断开阔自身视野，及时更新
先进的教学理念，这样才能更好的将思想政治教育知识传授给学生，提升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7]。最后，
思政课教师在“互联网+”的背景下，也要掌握一些网络技能，让传统的说教式的思政课更有趣味，更引
人入胜，使得学生们更能感受到思政课的深刻内涵，并以此来指导自己的行为举止。

4.5. 创新“互联网 +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互动模式的路径，搭建 APP 平台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可以与手机 APP 软件相结合，在网络上搭建学生学习与交流的信息平台，这创新
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学习桥梁与渠道，能够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此外，APP 也能为高校的党建、团建工
作提供便利，对于弘扬主旋律，宣传高校校园文化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教师还可以通过独特的个性
化的视角将思政课内容与大学生的学习生活结合在一起，通过有趣的新闻、议题来吸引学生使用 APP 进
行交流、辩论等。但要注意的是，在交流时，要注意度的把握，教师要做好主流意识形态的把控和引领
工作。
4.5.1. 努力构建交互的师生交流平台，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方式
该款 APP 可以联合学校设计基础功能，使得学生认同该 APP 存在的价值。此款 APP 设计必须要贴
近时代潮流，贴合学生的欣赏水平。校园 APP 不仅可以囊括本校功能，还可以与省内外高校联合，共享
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努力与国内高水平学校接轨，也使其符合学生的心理、思想特点，努力打造一款高
水平、知识性强、潮流的师生共用 APP。为了加强教师与学生在该 APP 上的交流和沟通，增加相互了解，
可以拥有个人主页，向老师和同学们介绍自己的简单信息。同时也可以设置个人博客，大家可以随意发
言。互相关注之后便可以看到对方发出的消息。除此之外，每个课程的师生可以成立一个班级，在班级
内大家可以加进沟通，畅所欲言，学生可以提出自己的质疑，老师可以进行解答。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
可以设置具有趣味性的课内课外线上线下游戏，将看起来较为沉闷叙事的思政课以小的切入点切入，使
其更有趣更易接受。并且可以根据不同专业的学科特点来决定学生的教学方式，例如对于政治系或者社
会学系等本身对相关的思想政治教育知识有一定了解的学生，可以适当将课程内容深化，鼓励学生思考。
对于理工科学生也可以多举一些生动的实例，使得他们更易于理解。
4.5.2. 构建具有学校特色的教育平台 APP
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校风，也有不同的特点。在构建高校专属 APP 时，必须要考虑清楚每个学校不
同的特点，构建有自身特点的 APP。例如在 APP 的图标设计方面，可以参考本校的校徽图案与风格，使
其保持一致。从特色的校园文化入手，通过学校里发生的比赛、新闻等入手，反过来营造活泼生动的校
园文化。在“互联网+”的背景下，教育者必须充分运用网络信息，将本校具有代表性的学者以及优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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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代表事迹利用 APP 平台大力宣传，充分发挥榜样力量，鼓励学生们像榜样学习。在宣传榜样力量时除
了要凸显个人的优秀，也要突出其对的社会责任的履行。使得学生能够思考如何在提高个人价值的同时，
同时履行社会责任。
4.5.3. 要有足够扎实的思想政治教育人才队伍
要想充分发挥 APP 的教育功能，必须有一支实力足够过硬的高校思政教育人才队伍，这样才能在确
保个性化引导的同时不走岔路。首先，高校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自身专业水平与网络技术学习，
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可以根据时代背景，来对思想政治教育有新的理解，做出新的研究。其次，该
款 APP 需要一支足够有实力的设计与日常维护团队，
这也十分重要。要求该团队必须业务能力足够扎实，
反应足够迅速，能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进行全面及时的信息对接，共同创建一个优秀的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学习与交流平台。最后，要确保所组建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团队能够获得学生的认可，与学生沟
通交流无障碍，能够激发学生自主个性化学习的需求，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引导。习近平同志指出“让
互联网这个‘最大的变量’变为‘最大的正能量’”[8]，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必须要谨记网络只是渠道，
要善用网络才能发挥其最大作用，使其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学习的工具，保证学生道德水平的不断提高，
只有这样，本 APP 的存在与使用才有意义，不然一切都是空谈。

5. 结语
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使得学生获取知识的渠道不断拓宽，学生的选择也日益丰富。在这样的背景下，
思想政治教育的压力会不断加大。利用时代的发展趋势和“互联网+”的背景，把思政教学与网络联系起
来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这一时代的挑战，也是其必须做到的一点。加强自身硬实力，创新运用 APP，
让“互联网+”的时代红利同教学改革路径相融合，不断提升学生的思想政治层次，使其更好地融入互联
网背景下的社会生活，为新时代培养合格的栋梁之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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