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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信息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 大众传媒对于社会和个人的影响都日益增强 在我国
大众传媒要服从 服务于思想政治教育这个大局 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
人提供有力支持 大众传媒具有学校教育难以比拟的优势 并且可以设置思想政治教育的议题
引导舆论 大众传媒还作为思想政治教育 授受合一 的演练场而发挥作用 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的功能 要把正确引导大众传媒的娱乐化倾向 增强其主流道德文化信息传递功能 提升 公信
力 作为着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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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现代社会文明的推进器 大众传媒无论对于社会
进步 还是对于个人的社会化 都发挥着巨大的促进作用
但大众传媒的不当使用也很容易消解其传递主流道德文化
信息 进行公民教育的作用 因此 ２１ 世纪的今天 在我
国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决不能忽视大众传媒的功能

一 大众传媒视阈中的思想政治教育
在现代 报刊 广播 电视与互联网是比较主要的大
众传播媒介 在信息爆炸的今天 大众传媒的影响渗透到
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 大众媒介的作用主要体现为通过信
息的流动影响人们的政治意识 行为习惯 思维方式的形
成 并且这种影响随着大众传媒时代的到来日益凸显
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不能忽视大众传媒的作用 思想政
治教育是 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 政治观点
道德规范 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 有计划 有组织的影响
使他们符合一定社会或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
［１］（Ｐ４）
当今 借助大众传播媒介进行思想政治教
实践活动
育 是思想政治工作与时俱进 顺应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
在我国 大众传媒必须服从 服务于思想政治教育这
个大局 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 应当充分发挥大众传媒
的优势 有组织 有计划 有步骤地运用各种先进的技术
生产 复制 传播利于推进人们道德水平 提升受众各方
面素质的新闻 信息 影视产品及娱乐节目 培养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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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
供智力支持和精神支持

二 大众传媒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１ 大众传媒
没有围墙的大学
现代传播学的奠基人 美国政治学者哈罗德 拉斯韦
尔在其 社会传播与结构 一书中指出 大众传媒的社会
功能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即监视环境 联系社会和传递
文化 在我国 一般而言 大众传媒被认为有三种主要功
能 即公众服务 商业服务 政治倡导 教育 可以看出
无论是国外的 传递文化 还是国内的 政治倡导 都
内涵了大众传播媒介的教育功能
在我国 大众传媒虽然不是学校 但在某种程度上却
担负着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重
任 列宁指出 报纸的作用并不只限于传播思想 进行政
治教育和争取政治上的同盟者 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
［２］（Ｐ８）
这种组织作
和集体的鼓动员 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
用更多地体现为对社会意识的一种整合 社会学家沙莲香
也指出 通过大众传播把文化传递给下一代 并不断教育
离开了学校的成年人 社会成员共享统一的价值观 社会
［３］（Ｐ１６８）
虽然学校教育是思想政治教
规范和社会文化遗产
育的一种重要途径 但是人不可能在学校度过一生 随着
学习型社会的到来 学习成为伴随人们终生的一种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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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大众传播媒介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另一个重要渠道
它以传播范围广 知识更新快 受众层次多而具有学校教
育难以比拟的优势 可以说置身于大众传播媒介中 就是
置身于一所 没有围墙的大学
公共议题的 指向灯
２ 大众传媒
在大众传媒迅速发展的时代 人们倾向于了解大众传
媒所关注的问题 并依据媒体对各种问题的重视程度 确
定自己看待事物的优先顺序 媒体的这种功能通常被称为
议程设置（ａｇｅｎｄａ－ｓｅｔｔｉｎｇ）功能 意思就是帮助受众理解
社会和政治中哪些是重要的 是需要他们来思考的
美国政治学家伯纳德 科恩指出 新闻媒体远远不止
是信息和观点的传播者 也许在多数时候 它在使人们怎
样想 Ｗｈａｔ ｔｏ ｔｈｉｎｋ 这点上较难奏效 但在使受众想什
［４］（Ｐ３０７）
可以说
么 Ｗｈａｔ ｔｏ ｔｈｉｎｋ ａｂｏｕｔ 上十分有效
受众不仅通过大众媒介了解公众问题及其他事情 而且会
根据大众媒介对一个问题或论题的强调 决定对该问题或
议题予以怎样的重视
中共中央在学习和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过程中 向新
闻界提出了 三贴近 即贴近实际 贴近生活 贴近群众
的要求 做到了 三贴近 就可以使媒体的议程变成公众
的议程 把政府所关心的事情和问题变成公众所关注和思
考的问题 早在 三贴近 原则明确提出之前 一些大众
传媒其实已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 如 １９７８ 年 ５ 月 １１ 日在
光明日报 发表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１９９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在 深圳特区报 发表 东方风来满眼春
这种通过大众媒介进行的政治动员 也可以说是一种 议
程设置 都在当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甚至直至今天也深
深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议程设置理论在我国思想政治教育
领域也得到了充分的运用 媒介的充分参与极大地提升了
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在政府的引导下 思想政治教育作
为一个 议题 纳入媒体的议程 然后大众传媒把自己确
定的议题告诉公众 让公众了解媒介所谈论的事情及其重
要性 最终引导社会舆论 进一步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
效性 同样离不开大众传媒的参与
思想政治教育 授受合一 的演练场
３ 大众传媒
大众传播媒介还是一个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中传播者与
接受者 授受合一 的演练场 在传播媒介相对单一的年
代 人们更多地是被动地接受信息 而随着大众传播媒介
的发展 人们的知情权迅速扩大 有了更多表达意志和参
与社会事务的机会 尤其是互联网的出现 使得人们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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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的渠道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加畅通 以往 大众传媒
只能单向输出信息 而传播技术的发展 尤其是网络的出
现 极大地改变了这一情况
大众传播媒介所构成的信息传播网络 向受众传递信
息 对受众施加着系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影响 同时 受众
也对大众传媒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因为媒介本身也担负着
反映民意的重任 在大众传媒迅速发展的今天 可以说绝
大多数社会成员都是它的传播对象 而受众也不再处于被
动 次要的地位 他们也积极地对大众传媒的信息进行反
馈 有时候甚至对信息的制作和传播起决定性的作用 在
这种良性的互动中 传播者与受众 教育者与受教育者通
过大众媒介实现了主客体的对接与统一 即 授受合一

三 新时期加强大众传媒思想
政治教育功能的着力点
１ 正确引导大众传媒的娱乐化倾向
大众传媒是一把 双刃剑 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有效工
具的大众媒介 作为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有益补充 其
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但大众媒介的娱乐化倾向对思想
政治教育也会产生一些消极影响 大众传媒的第一角色应
该是公共信息平台和公共论坛 其次才是经济利益创收
［５］
但在现实中 大众传媒却存在着娱乐化倾向 在美
者
国 著名传播学者维尔伯 施拉姆在对美国大众传播媒介
的实证研究基础上指出 大众传播主要被用于娱乐的占
有的百分比大得惊人 几乎全部美国商业电视 除了新闻
和广告 其中很大一部分也是让人消遣 大部分畅销杂
志 除了登广告那几页 大部分广播 除了新闻 谈话节
目和广告 大部分商业电影 还有报纸内容中越来越大的
［６］（Ｐ３７）
都是以让人娱乐而不是以开导为目的的
部分
商业化操作使得大众媒介的娱乐化倾向日趋明显 在
我国 一些调查显示 娱乐性内容所占的比例也达到 ７０％
以上 网络的负面影响同样不可低估 尤其是对于成长中
的青少年来说 如果他们的社会化过程主要靠网络来完成
那么 他们可能会把网络中培养出来的任性 放纵 撒谎
［７］（Ｐ３２７）
不负责任 不守规矩等习惯 也应用到物理世界中
大众传媒作为一种公众舆论的载体 表达社会主流道德信
息是其主要功能之一 如果一切听从市场的安排 那么大
众媒介的教育功能必将被削弱 也必将影响思想政治教育
的效果 因此 对待媒介的娱乐化倾向我们应该有清醒的
认识 坚持正确导向 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做到社会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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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
２ 增强大众传媒的主流道德文化信息传递功能
大众传播媒介的迅猛发展 某种程度上也为思想政治
教育提供了一个广阔的信息平台 进而为思想政治教育开
辟了新的空间 但大众传媒本身不是一个 规范的学堂
大众传播媒介的普及不会自动培育出社会需要的人 媒介
的多样性和内容的繁杂性 使传递的信息很可能 良莠不
齐 而一些消极 错误的文化信息对主流的道德文化信息
难免会产生一定的冲击
因此 必须防止大众传播媒介的不当使用 曾担任几
任美国总统的高级顾问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
基在充分注意到电视这种大众媒介影响力的同时 指出
电视的一些节目恰恰破坏代代继承的传统和价值观
［８］（Ｐ１２３）
由此可见 低成本 高收视率在给电视带来了
念
可观的经济收益的同时 也削弱了大众传媒的道德教育功
能 使之陷入困境 这种消极的影响很容易消解大众传媒
传递主流道德文化信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 很容易
造成个体选择上的迷惑 这在一定程度上会消解其思想政
治教育功能 因此 在我国 新时期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 要把增强大众传媒的主流道德文化信息传递功能作为
一个重要的着力点
３ 提升大众传媒的 公信力
从大众传媒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来看 媒介的公信力
是最重要的传播资源 公信力 是传媒基于发布新闻 信
息的可信度而在受众中产生的影响力 大众传媒发挥思想
政治教育功能的基础是必须得到民众的信任和信赖 而要
得到民众信任和信赖的一个重要前提便是必须具有公信
力 媒介公信力建立在公正性上 从美国大众媒介的发展
历史来看 无论纸质的报纸 杂志 还是电视 媒介的公
信力总体上表现为下降的轨迹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大众
媒介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 公信力也受到了一些影响 在
我国 党和政府 喉舌 的地位曾经赋予传媒巨大的 无
形资产 而今面对文化选择的多样性 媒介靠什么获得公
众的信任 是所有媒介工作者和思想政治工作者共同面对
的一个问题
当然 我国大众媒介的公信力尚未处于危机状态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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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考虑到改革发展的加速推进 社会面临的风险和不确
定性越来越大 而大众媒介在整合社会 促进社会认同
降低社会风险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媒介公信力研究
［９］
毋庸置疑 要充分发挥大众传
的迫切性是不言而喻的
媒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积极作用 媒介的公信力必须得到
切实的提升 在政府的主导下 如何提升媒体从业人员的
自律意识 以及完善媒体监管体制 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
进一步思考 也是我们借助大众传播媒介开展思想政治教
育必须解决的问题
尽管大众传播媒介是一把 双刃剑 但与其他思想政
治教育载体相比 它不仅以其超时空性 广泛性 丰富性
和即时性体现着自己的优势 就是在辅助其他教育手段方
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比如空中课堂 电化教育 远程教
学等 因此 ２１ 世纪的今天 在我国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载
体的创新研究与实践 决不能忽视大众传媒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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