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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对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影响
及面临的问题
刘东建
（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与法律学院，北京１０００２４）

［摘要］

大众传媒时代，新媒体不断产生，新的传播手段层出不穷。把新媒体应用到开

展思想政治工作上来，更是一种创新性的尝试，为传统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新的平台、注入了新
的活力。总结近年来新媒体对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影响，可以用“多”、“快”、“频”、“合”、“变”
五个字来概括。同时。运用新媒体开展思想政治工作还面临着一些新情况、新问题。
［关键词］新媒体；思想政治工作
［中图分类号］Ｄ６４［文献标识码］Ａ
新媒体通常是指近些年随着数字技术和宽带
技术的逐渐成熟，而出现的数量繁多的新媒介。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２５９０（２００９）０４－００８１—０４

１．“多”——运用新媒体开展思想政治工作
的模式与渠道多

新媒体革新了传统媒体的界限，如它将传播载体

思想政治工作有着优良的传统教育手段，诸

从广播、电视扩大到电脑、手机，将传播渠道从无

如开报告会、读报纸、看电影电视、听广播、开会、

线、有线网扩大到卫星、互联网，并呈现出与广播

谈心、家访等，都各有所长，对促进思想政治工作

电视有很大不同的传播方式。把新媒体应用到开

发挥了良好作用。新媒体的迅猛发展，出现了越

展思想政治工作上来，更是一种创新性的尝试，为

来越多的新载体、新渠道、新形式的思想政治教

传统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新的平台、注入了新的

育，如网上直播、即时通讯、信息检索、现实虚拟、

活力。近些年围绕新媒体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取得

短信发送、群发等新的传播方式则为思想政治教

了很好的成效，新媒体的广泛运用拓宽了人们的

育增加了更加丰富的手段，多种信息传递方式为

视野和信息渠道，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成

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了更为丰富和现代化的教育手

为思想文化的新阵地、宣传思想工作的新渠道和

段。各种新媒体介入文化传播领域，如“全球通风

新手段。

凰大讲堂”与中国移动全球通ＶＩＰ客户通过手机、

一、新媒体对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影响

网络等共同交流、探讨历史文化、社会热点、经济
趋势等话题，探寻全新的生活理念与思路，对古今

新媒体的出现对社会舆论的态势及人们的政

军事思想、政治进行剖析，深入解读中华文明，显

治思想意识产生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并对传统思

示了新媒体承担企业责任，构建和谐社会的积极

想政治工作方式和管理手段提出了新的机遇和挑

姿态。

战。总结近年来新媒体对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影
响，可以用“多”、“快”、“频”、“合”、“变”五个字
来概括：

２．“快”——运用新媒体开展思想政治工作
的时效性强、速度快
由于历史的原因，思想政治工作作用的发挥
常常受时效性的制约，甚至有的时候体现为滞后

［收稿日期］２００９－０１—２３
［作者简介］刘东建（１９７５一），男，河南商丘人，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与法律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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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以致于某种程度上造成了思想政治工作未雨

媒介的“合”；另一方面的“合”是指信息传递对象

绸缪、防患于未然的优势难以发挥，而仅仅充当了

的聚合。由于新媒体的受众较为广泛，受众之间

“灭火器”的作用。而新媒体的运用，大大增强思

的横向联系很强，彼此可以通过阅读同一条新闻，

想政治工作的时效性，思想政治工作内容的传输

浏览同一个页面而形成无数的“临时族群”。在

速度大大增快。过去思想政治工作者为了一件事

过去，大家的关注点相对分散，而要把某一些人共

磨破了嘴、跑断了腿。如今，许多工作只需要在网

同关注的问题集中和大家交流几乎是不可能的，

络上发个电子邮件，在网上进行一下交流，在手机

而今天，不论大家住在哪里，只要通过浏览同一个

上发个短信就可以解决，体现了新媒体在思想政

网页，加人同一个组群，都可以展开思想交流，大

治工作中的时尚、便捷、高效、迅速的特性。如郑

家就某一个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实现信息的交流与

兴东教授就认为，“人们的思想意识、心理上习惯

共享，这也便于思想政治工作者有针对性地解决

于迅速获得信息，及时知晓外界的变化，传统媒体

一个个分散的个体所组成的“临时族群”关心的

在时效性上达不到这么高的要求，手机媒体却可

问题。

以做到随身接收，随时随地。”…

３．“频”——运用新媒体开展思想政治工作
的信息内容的传播更为频繁

５．“变”——运用新媒体开展思想政治工作
的内容和形式仍然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
如果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是静态的话，那么

由于新媒体的技术特点决定了运用新媒体开

今天的思想政治工作就可以说是动态的，无论从

展思想政治工作的信息内容的传播更为频繁。基

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和形式来看，还是从新媒体

于Ｗｅｂｌ．０技术的新媒体可以说是以大众为中心

的发展特征来看，“变”都成了永恒的主题。由中

的信息组织，信息也是围绕大众的普遍的、共同的

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２００６传媒产业蓝皮书指出：

需要来组织、呈现的。Ｗｅｂ２．０时代的媒体“一对

如今的新媒体在刷新人们的媒介接触习惯和生活

多”、“多对一”、“多对多”的传输模式，即是众多

方式的同时，已经影响到传媒业的发展方向它将

个人为核心的信息组织，信息是围绕个性化的方

在未来传媒市场上占据主流地位。【２１可以说，新媒

式来组织、呈现的。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的趋势可

体在塑造受众的同时，受众也在规制着新媒体的

能会演变成：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下，大量的新

发展，二者在变动的社会环境下互相影响。清华

媒体受众来设置社会议程、提供信息和发表意见，

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熊澄宇教授指出，新媒体不

而专业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人员以及思想政治教育

是一个固化的概念，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口·而利

工作者则提供高效的内容聚合、意义梳理和价值

用新媒体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是新近的事情，一些

提升的任务，由“一对多”到“多对多”体现了信息

做法还有待上升到规律的高度来认识，一些新的

传播的频度增加。由于楼宇电视，手机媒体等具

媒介还在不断推出，因此，新媒介与思想政治工作

有强制观看性，因此，频繁地播出、发送内涵积极

的现状关系的一大特点表现为变动性，“变”是永

思想元素的素材，为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更为频

恒的主题。

繁实用的信息交流媒介。

４．“合”——运用新媒体开展思想政治工作
的合力优势明显
有研究者指出，我们面临的其实是所有媒体

二、运用新媒体开展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新
情况、新问题

１．速朽——新媒体技术更新快

内容都必须数字化的时代。新媒体的运营模式，

新媒体的发展日新月异，运用新媒体开展思

本质上是网络、媒体、通信三者的“大汇流”。凡

想政治工作面临的一个新情况、新问题就是如何

是网络、媒体、通信三者关联度越高的，１＋ｌ＋ｌ

快速适应这种变化。对于新媒体，不发展或者跟

＞３的项目，无不受到受众的青睐。人们普遍认

不上时代发展的步伐是最大的不安全。因此，要

同的是，在汇流后的新媒体平台上给用户提供的

积极参与国际信息资源的利用和竞争，参与国际

增值服务，将远远大于在其中每个单项传统平台

间关于网络发展的国际公约和协议的制定。技术

上提供的任何服务的价值，因此，这可以说是传播

的更新过快也使受众产生了一种“压迫感”，每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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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

新媒体的出现，从崭露头脚到全面普及都离不开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不是‘未经加工’的现实，而

读者阅读习惯的培养，无论是读图还是读字，这个

是那些经过选择的场景”。【４ ｏ从大众媒介的发展历

过程比技术的发展要慢得多。现在人们已经习惯

史来看，无论纸质的报纸、杂志，还是电视，媒介的

在电脑网络上阅读新闻，甚至有耐性在网上阅读

公信力总体上呈现出下降的轨迹。受各种因素的

大篇幅的文章，但这不是一蹴而就的。手机有彩

影响，我国大众媒介的公信力问题，近年来也渐渐

信、ＷＡＰ上网功能，但是在手机上简单的技术性

浮出水面。政府“喉舌”的地位曾经赋予传媒巨

操作，也成了挡住不少人的门槛。因此，新媒体技

大的“无形资产”，而今面对日益多元化的社会分

术的更新过快也给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新媒体

层和文化选择的多样性，我国大众媒介的社会角

技术变得更简捷、更人性化、更具“亲和力”。“传

色扮演早已经不是“铁板一块”。【５１取而代之的是

媒技术是发展的外在动力，它推动传媒形态和传

多样化、多层次的趋势。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在渐

播方式的进步。”旧１而如何跟得上技术的发展变

渐失去官方身份作为权威依托的背景下，媒介靠

化，运用新媒体有效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面

什么获得公众的信赖？毋庸置疑，要充分发挥新

临的新情况、新问题。

媒体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积极作用，我们

２．“海选”——信息筛选成本攀高

必须直面新媒介的公信力问题。为了鼓励推动新

过去，社会信息总供应量少，信息的选择余地

媒体的发展，２００６年中国新媒体人物暨第三届中

也就很小，更谈不上信息服务个人化。如今网络

国最具投资价值媒体评选活动的评选指标第一个

信息浩如烟海，选择、区分、把关信息一如近年兴

就是“社会公信力”，可见公信力是大家的关注焦

起的选秀节目所进行的“海选”。在互联网上，每

点。媒介的公信力问题也是我们借助新媒体开展

个人既可以是信息的接收者，也可以是信息的发

思想政治教育必要解决的问题。

出者。正是由于网络传播的这种交互性，使得网

４．失衡——泛娱乐化的流行

络上的信息良莠不齐、真假难辨，充斥着谎言、讹

新媒体是一把“双刃剑”，作为思想政治教育

言、毫无理性的胡言等等，网络信息的可信度大大

有效工具的大众媒介，是学校与家庭教育有益的

降低。也因为这样，相当一部分人就对网络上的

补充，其积极作用显而易见，但新媒体的泛滥对受

种种信息，尤其是论坛当中的言论抱着“无所谓”

众也会产生一些消极影响。商业化操作使得新媒

或不置可否的态度，并不予以理睬，或者只是浏览

体的娱乐化倾向日趋明显，在我国的一些调查中

而不屑给以回应，这样也会在“网络中可以畅所欲

也显示，娱乐性节目所占的比例也达到７０％以

言”的假象掩盖下出现一方保持沉默，另一方声音

上。网络的负面影响同样不可低估，尤其是对于

越来越大的“沉默的螺旋”。另外，如新闻学者彭

成长中的青少年来说，如果他们的社会化过程主

兰指出，网络的去中心化特点将得到真正体现，网

要靠网络来完成，那么“他们可能会把网络中培养

络传播结构的扁平化特点进一步凸显，网络信息

出来的人性、放纵、撒谎、不负责任、不守规矩等习

传播的管理与控制更为复杂与困难。∞ｏ而且这种

惯，也应用到物理世界中。”【６ ３美国的一项研究也

新的传播方式的出现，使得政府和监管部门直接

显示，今天的青年比年长者年轻时更加远离社会

面对千千万万的个人，加大了管理的成本，管理的

事务。他们不关心社会事务的一个证明，是他们

难度也明显增大。如何应对这种新情况和新问

逃避有关社会事务的大众传媒。作为一种公众舆

题，如何使得人们在方便快捷地从海量信息中获

论的载体、一种“社会公器”，表达社会主流道德

取所需信息，并且有效监控、封堵有害信息是摆在

信息是其主要功能之一。而目前借助新媒体所成

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者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长起来的恶搞文化可以说是甚嚣尘上，恶搞在网

３．危机——公信力问题提出

络时代成为一个最为流行的词语。胡戈恶搞无极

媒介公信力建立在公正性上，新闻媒体向来

的馒头成为当年恶搞之作的经典，着实让广大草

推崇公正性原则，但在现实生活中，新闻的公正性

根把大腕娱乐了一把，也迎来了中国网络恶搞的

常常受到挑战。受大众媒体片面追求收视率的影

一个高潮时代。在馒头之后，各种各样的恶搞之

响，新媒体一出现就带有强烈地吸引眼球的天性。

作层出不穷，几乎到了一切皆可恶搞的地步，连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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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经典作品也不幸成了恶搞的对象。因此，对待

区，而是构建一种适应人们需求的平台。这种平

媒介的泛娱乐化倾向、恶搞文化的流行我们应该

台在满足需求的同时，还在引导需求、创造需求。

有清醒的认识，如果一切听从市场的安排，分不清

新媒体的受众主要由青少年和知识分子组成，他

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界限，任凭媒介的商业化操

们也是我们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对象，新媒

作，缺乏宏观的调控，那么大众媒介的教育功能必

体与思想政治工作在这个平台上必将实现“视野

将被削弱。

融合”，我们致力于也期待着大家一起来完成新媒

５．重生——新媒体与思想政治工作的互溶

体与思想政治工作的交融与共济。

新媒体的互动性、便捷性、匿名性以及便于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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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２１）．

熟，网络道德规范水平不高，新媒体领域的一些失
范问题迫切得到有效的制止，而思想政治工作的

［６］陈卫星．网络传播与社会发展［Ｍ］．北京：北京广
播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１．

相关内容、方法与新媒体的结合无疑为“烽火狼
烟”的阵地带来了一线曙光。随着我们对新媒体

（责任编辑梁凤鸣）

发展规律的认识，新媒体的正面引导价值将更为
明显，可以说新媒体不仅仅是视频，不仅仅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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