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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rrival of information society as well a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and new
technologies based on the network technology, digital technology and mobile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come into being. New communication tools such as Blogs, 4-G network were accepted
by more and more people. New media technology is widely used among college students and this
students group is the major part in the members of the communist youth league. With the popularity and development of new media technology, there will be higher requirements to the communist youth leagu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a new challenge to the traditional way of
working.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analyze the pros and cons of new media to the communist youth
league work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s well as search for the innovation path of that under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in building Communist Youth League
in university were analyzed detailedly in this paper, and the countermeasures for reasonable using the new media tools for the college league work were investigated. A number of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to innovate the mechanism for the work of the Communist Youth Leagu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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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信息化社会的到来，以及信息技术、数字技术和移动通讯技术的飞速发展，产生了依托网络技术、
数字技术、移动通讯技术的信息传播新技术，以博客、4G手机网络、即时通讯软件等为代表的新媒体不
断发展并为大众所接受使用。青年学生是新媒体技术使用最为广泛、最为活跃的群体，而青年学生群体
是中国共青团的主力军，新媒体技术的日益普及和发展，对高校共青团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传统
的高校共青团工作方式提出了新的挑战。分析研究新媒体对高校共青团工作的正反两方面影响，并探索
新媒体环境下的高校共青团工作的创新路径研究显得十分重要。本文详细分析了新媒体给高校团建工作
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探讨了合理利用新媒体手段开展高校共青团工作的对策，并提出建议，用以创新高
校团建工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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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媒体是在报刊、电视等传统媒体之后发展起来的新兴的媒体形态，是利用数字、移动、网络等技
术，通过电脑、手机、数字电视机等终端，向人们提供信息和娱乐的媒体形态。近十来年，网络已经渗
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聊天、购物等。根据相关数据统计，截至 2014 年 6 月，我国网民规
模达 6.32 亿，其中青年学生网民高达 51.7%。近几年以 4G 手机网络、微博、微信等即时通信软件为代
表的新媒体技术，对高校共青团工作开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面对如此形势，高校共青团如何充分利用
好新媒体开展好团建工作是成为团干部所面对的共同问题。

2. 新媒体对大学生的影响
2.1. 获取信息途径多元化
新媒体传播信息具有广泛性、快捷性、共享性等特点，使得各种思想相互交汇。在各种思想的碰撞
中，大学生的思想境界得到提高，道德水平也得到上升，这为他们提升自身综合素质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也为国家培养创新性人才奠定了基础。另外，现在大学生获取信息的方式也从原来的被动式接受信息转
向主动搜索和选择信息，更加快捷，这就使得当今大学生更加主动学习更广阔的知识，以适应新媒体背
景下的社会需求。

2.2. 大学生交流形式多样个性化
新媒体由于互动性很强，参与也非常便利，给广大团员青年提供了一个有别于现实生活的可以展现
自我的平台，使得他们容易获得一种在实际生活中可能无法得到的成就感和满足感，使大学生的思想表
达与过去相比将更加直接和自由。在这种情形下，传统的共青团组织联系团员青年这一机制已逐步弱化，
取而代之是新媒体联系团员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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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不利影响
新媒体背景下的信息传播更加快捷和广泛，而青年大学生身心尚未成熟，对一些新媒体带来的不良
信息辨别能力还有待提高，因此其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等“三观”更容易因不良信息而颠覆，这就
是所谓的“毁三观”。随着越来越多的团员青年使用新媒体，并养成了时刻分享的习惯，容易导致一些
虚假不良信息在极短时间在团员青年中扩散，给团组织工作带来一些不利影响。同时，过于依赖新媒体
已经让大学生群体产生了“低头族”现象，无形中减少了与周围人的交往，使得他们在现实世界中的交
际能力下降，甚至在面试时不能正常展示自我，以至于影响自己的人生道路。另外在新媒体时代，大学
生的学习方式也发生了较大变化，一些电子阅读内容无需深入理解，大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逐步下降，
独立思考的能力减弱。
因此，在新媒体对当代青年大学生的思维、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等方面产生较大影响的情形下，当前
高校共青团工作将面临诸多挑战和压力。只有不断适应在新媒体背景下社会发展的时代潮流，驾驭新媒
体工具，探索工作新途径，才能使得共青团工作更加贴近青年大学生，并团结和发展广大青年进而推动
高校共青团工作的开展。

3. 新媒体给高校团建工作带来的新机遇
3.1. 开辟了团建工作新阵地
新媒体的出现使得高校共青团工作影响范围更大，也很大程度上拓展了高校共青团工作空间。在新
媒体中，微博、微信、论坛、博客等在传播信息过程中形式更加灵活，速度也更加快捷，且新媒体信息
资源非常丰富，使得信息具有共享性，因而高校团建工作者可以应用新媒体向青年大学生进行形式多样
的思想政治教育。另外，在新媒体时代，高校共青团可以利用手机短信、博客、微信、PU (Pocket University，
口袋大学)等多种平台为广大学生团员参与团学活动提供很好的阵地，也帮助高校共青团工作克服了团学
教育内容单调乏味、形式简单的局限性。

3.2. 增强了高校团建工作的自主性
高校大学生的个性化和学生工作的多样化特点决定了高校共青团工作没有标准的工作方法可以参考，
而且新媒体本身的及时性和多样性也将增强高校团建工作的自主性。作为高校团建工作者，要不断提高
自身业务能力，通过博客、QQ 群、微信深入与青年大学生交流沟通，及时获得第一线的材料信息丰富自
己，切实提高高校团建工作的自主性。

3.3. 提高了高校团建工作实效性
由于新媒体所依托的网络平台的虚拟性，青年大学生在这虚拟空间中交流时会避免面对面交流时产
生的尴尬，往往会表达出最真实的想法。因而高校团建工作者可以通过各类新媒体平台及时掌握大学团
员青年的思想动态，并利用新媒体传播的快捷性，将信息传递到青年大学生面前。在团学活动开展时，
运用新媒体技术可以直播活动现场，让不能参加活动的团员青年一样能体会到活动现场气氛。另外在遇
到突发事件时，高校团建工作者可以及时利用新媒体做好舆论导向工作，并与传统教育方式结合，充分
利用新媒体的资源和特性，切实提高团建工作的实效性。

4. 新媒体给高校团建工作带来的新挑战
4.1. 对共青团工作者媒体素养提出新要求
高校共青团工作者需要能够熟练掌握新媒体技术，找到新媒体时代青年大学生的成长发展规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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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更好地完成高校团建工作。在新媒体时代，青年大学生往往比高校共青团工作者更早接触并学习新媒
体，在技术上占有一定优势，而高校团建工作者往往由于年龄和时间限制，对新媒体并不感冒。因此在
新媒体背景下，高校共青团工作者应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主动研究与学习新媒体技术，提高凝聚青年、
服务青年的能力。

4.2. 对高校团建工作增添了监管难度
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环境中信息传播的不可控性较大，从而信息传播的诱惑性、隐蔽性、虚拟
性以及内容的难预见性深刻影响着青年大学生应有的优良思想意识和道德心理。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和
发展，传统的网络管理模式已经无法满足网络技术的发展和网络信息传播需求，尤其是由于黑客技术不
断发展，网络“翻墙”软件也层出不穷，很大程度增加了监管难度，这对高校团员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
来说是个严峻的挑战。

4.3. 对高校现有团建工作机制提出挑战
高校现有的工作机制如团员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团的工作方式与方法、活动的形式与内容等已经
不能适应新媒体技术的迅猛发展。高校团组织应当利用好网络的共享性、互动性和全球化等优势，深化
共青团工作机制，运用好各大新媒体网络平台，充分发挥出共青团组织在高校团员青年教育中的引导作
用。如今一部分大学生团员缺乏自我控制力、正确的人生规划和有效的引导，因而高校共青团组织应该
借助网络优势发挥自身技能，并推动形成激励机制，培养具有较高思想文化素质的团员青年。
因此，高校团建工作要注重对新媒体的研究与思考，积极探索新媒体背景下高校团员青年教育工作
的规律和特点，努力开发与新时期高校团员思想政治教育任务相适应的新媒体软件或数据库，构筑高校
团员教育的新媒体阵地，并逐步构建适应新媒体时代发展所需要的立体化高校团建工作理论体系，实现
团建资源共享共同进步的目的[1]。

5. 高校共青团组织创新运用新媒体的实践
在新媒体背景下，如何创新高校共青团工作路径是当前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如今大学生的大多数
需求都可以通过网络满足，若可用新媒体为广大青年搭建教育与服务平台，将进一步提高共青团的吸引
力和凝聚力，从而提高高校团建工作成效。

5.1. 借助新媒体构建团员青年思想教育的课堂
及时掌握和引领团员青年的思想动态，充分利用新媒体的优势，以国家方针政策为指引，国内国际
重要事件为契机，加大主题宣传教育力度，注重将思想性、趣味性、服务性融于一体，增强大学生团员
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感。如今广大青年大学生思维活跃，说教式的教育管理方式已不能满足当
代青年大学生的需求。创新学习形式，将传统教育方法与现代教育方法结合起来，充分利用微信、微博
等有效载体，建立多媒体微课堂，加强对青年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教育，协助学生建立正
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因而，充分利用好现代传播媒介等手段为高校共青团工作服务，从而提
升青年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加强与团员青年的交流，引导他们在新媒体环境中发展和提高自己，终将使
高校共青团工作事半功倍。

5.2. 借助新媒体创新宣传模式
共青团组织工作能否被关注和认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宣传成效。新媒体由于互动性强、传播范围
广的特点为共青团工作提供了新的宣传路径。在活动开展前共青团组织可以利用新媒体如微博、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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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 等进行吹风，吸引人们的关注。在活动开展过程中共青团组织可以利用微博、微信、PU 等进行现场
直播，并通过新媒体粉丝的转载提高活动关注度。活动结束后再通过主流媒体发布新闻报道。同时可以
根据团员对活动的反馈，及时总结掌握活动存在的问题，以利于今后活动取得更显著成效。近几年我校
的校园科技文化节、新生十佳歌手大赛、挑战主持人、迎新晚会、毕业晚会等的圆满成功举行与新媒体
运用密切相关。这些活动的幕后故事只有通过新媒体才能呈现在大家面前，从而在无形中提高了团组织
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提高了团建工作成效。

5.3. 借助新媒体，创新团员青年的需求与激励措施
随着如今 95 后大学生入校，新一批的大学生给高校共青团工作带来了新的冲击和挑战，尤其是社会
上对 90 后的各种评价标签已给高校教育管理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随着新媒体发展，新时期大学生的各
种心理需求都会通过各种新媒体平台展现出来。因此，高校共青团工作要紧密围绕新时期大学生的特点，
调整工作思路，创新工作模式，化被动为主动，不能坐等学生反映问题，而是要积极利用需求与激励理
论，认真研究新时期高校团员青年的需求，并在此基础上，充分利用各级团组织的微博、微信、人人网
等新媒体平台，主动了解团员青年在成长成才过程中的各种心理需求，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来应对心理需
求，创新高校传统团建工作中的被动模式[2]。

5.4. 借助新媒体，创新团组织与青年大学生的沟通机制
美国人际关系理论学姐罗特利斯伯格曾说：“管理当局应该在有效沟通的前提下，充分了解员工的
要求与期望，并对其因势利导，通过提供激励、营造良好人际氛围等手段，促使员工在工作过程中能够
采取真心诚意的协作姿态。”高校共青团工作同样如此，要与青年大学生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充分了
解他们的要求和期望，并对其因势利导，积极营造良好的沟通氛围，这样广大团员青年才会采取真心实
意的协作姿态，才有利于高校共青团工作开展。在新媒体迅猛发展的今天，高校共青团工作如何做到与
青年大学生有效沟通，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3]：
5.4.1. 构建微博平台
根据团中央要求，全国各级团组织已经初步建立了新浪和腾讯微博，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团支部之间
的交流，二级学院团委和校团委也可以利用微博平台与各支部进行网上及时交流，并可以通过设计线上
活动、增强互动性等途径提升团支部微博的活跃度，切实发挥个体组织微博与整体微博体系的效应。
5.4.2. 构筑手机微信平台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如今各高校已陆续建立了官方微博、微信以及短信平台。高校团组织可以以
学生手机用户群为依托，发送校内主要新闻、正面典型、活动安排、学业指导等各类消息，切实提高高
校团建工作的管理效率，为广大青年大学生开辟方便快捷的信息传播渠道。
5.4.3. 建设新媒体平台管理团队
高校共青团可以通过举办各级团干部的博客大赛、优秀博客经验交流会等，充分调动各级团干部、
学生组织建立博客的积极性，使博客创作、阅读、评论成为掌握新时期大学生所需、所想、所有的得力
渠道。这样可以有效促进高校各级团组织与青年学生的交流沟通，提高高校团建工作成效。

5.5. 创新以人为本的教育管理机制
人本管理理论要求高校共青团工作要充分尊重青年大学生的主体地位，要以团员青年为本，关心他
们的成长与成才。那么在新媒体背景下，高校团建工作如何摆脱官僚主义作风，如何充分发挥新媒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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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想学生所想，急学生所急，关心青年学生的成长，做到以青年学生为本呢？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
开展工作：
5.5.1. 将新媒体与大学生思想引领相结合
如每逢重要节日、重大活动和敏感时期，高校团组织可以编发主题专刊，第一时间发送至各学生组
织的干部、党员，引导学生及时全面了解事件真相，稳定思想情绪，并组织主题讨论，帮助大学生提高
明辨是非的能力。
5.5.2. 将新媒体与凝聚青年相结合
高校共青团组织应将微博的及时性、开放性优势应用于各类主题教育活动中。例如，在发生重大自
然灾害、身边困难典型情况下，高校团组织可以通过微博、微信和博客在第一时间向广大团员青年直播
灾害和困难的严重性，并发起各种爱心倡议活动，凝聚广大团员青年的爱心。
5.5.3. 将新媒体与服务青年相结合
高校团组织应充分利用各种即时通软件，不断提高服务青年大学生的工作水平。比如，在共青团促
进就业工作中，可以在各班级团支部组建就业信息员队伍，完善就业信息数据库，及时将各类招聘信息、
面试技巧、简历制作等分类整理，通过飞信、微信群、QQ 群等新媒体及时发送给未就业的大学生，拓展
毕业生获取就业信息的渠道。开展模拟招聘、创业计划大赛等活动，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其中，提高青年
大学生的就业竞争力，努力提高青年大学生的就业率，真心诚意关心青年学生的就业和创业。
总之，在新媒体背景下，以互联网、即时通讯等为代表的新媒体技术给高校共青团工作带来了非常
大的影响。因此，高校团建工作要紧跟时代脚步，充分利用新媒体的优势，创新现代传媒技术，合理配
置网络资源，努力占领髙校网络文化阵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为指导，抓住先机，迎接挑战，
建设团员青年的现实生活和虚拟世界双重精神家园，将高校团建工作变“被动”为“主动”，变“守旧”
为“创新”，变“传统”为“先进”，最终构建新媒体时代高校团建工作的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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