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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paganda film of the Armed Police Force is an important means to spread and 
shape the image of the army to the society. In the social information exchange, the propaganda film 
of the armed police force, as the cultural chip of soft power, plays an equally important role with the 
display of hard power, and can vividly and concretely shape the image of the arm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twork brings new technical support to the propaganda and communication work of the 
armed police force, and strengthens the research on the communication strategy of the propaganda 
film of the armed police 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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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媒体视野下武警部队宣传片的传播策略 

匡俊伍 

武警警官学院，四川 成都 610213 中国 

摘 要：武警部队宣传片是向社会传播和塑造军队形象的重要手段。在社会信息交流中，武警

部队宣传片作为软实力的文化筹码, 与硬实力的展示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 可以生动具体地

塑造部队形象。网络的发展给武警部队的宣传与传播工作带来新的技术支撑，加强对武警部

队宣传片的传播策略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新媒体；武警部队；宣传片；传播策略. 

1. 前言 

大数据时代背景下，信息传播手段日新月异，层出不穷。当今，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

兴起给现代传播业带来了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网络、手机等即时交流平台日益兴盛，受众

的媒介倾向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传统的平面媒体已无法完全满足武警部队宣传工作的需要。

所以，武警部队的宣传片应运而生，在武警部队宣传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武警部队宣传

片不同于企业、城市和电影宣传片，有着自己鲜明的特色，着眼职责使命，充分展现新时代

武警部队官兵的光辉形象。 

2. 武警部队宣传片的样本选取 

本文研究十八大以来的武警部队宣传片，并从中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片子进行分析研究。笔

者共收集到40余部武警部队已经在网络公开发表的宣传片样本，选取标准为是否官方制作和

武警相关。网络是一个信息海量、内容繁杂的信息源。从内容来看，武警部队宣传片的传播

内容涉及到军民关系、科技装备、训练演习、抢险救灾、婚姻家庭、军营文化、人员素质、军

事历史、人物传记等方方面面. 

3. 武警部队宣传片的分类 

武警部队宣传片是将解说词、视屏、文字、图像、动画、音乐、音效等资源进行高效整合，以

图文并茂，影音互动的形式表现出来，宣传武警部队的职责和使命，展示武警部队光辉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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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题片。由于武警部队宣传片所涉及的题材比较广泛和繁杂，并且各个题材之间还存在着

一定的交替和重叠，因此要从题材的角度对内容进行全面而准确地分类是比较困难，并且这

种分类方式也难以体现网络与传统媒体在传播内容上的区别。因此，我们主要从传播目的的

角度进行分类，主要可以分为形象宣传片、征兵宣传片、招生宣传片、退伍宣传片等。 

4. 武警部队宣传片的传播方法 

武警部队宣传片是信息化条件下塑造部队良好形象的一个重要传播媒介。所谓传播策略是指

为了实现传播目的所采取的具体手段和方法。本部分主要对武警部队宣传片的传播方法进行

阐述。 

4.1  贴近受众 注重内容建设 

网络传播中，受众的地位发生了深刻变化，他们不再是被动的信息接受者，而是可以自主选

择信息、寻找信息和参与信息互动的网民。武警部队宣传片要想取得好的效果就必须尊重受

众的主体地位，贴近受众的心理需求和行为特点，精心挑选传播内容，创新内容的传播形式。 

4.1.1 贴近受众心理需求，搞好内容的传播定位 

在武警部队宣传片的传播过程中对传播素材进行选择和取舍，其传播的内容 好是我们想让

受众知道、而受众也想知道的东西。网络媒体具有互动性强、易于评价的特点。正如美国专

业新闻学会研究奖得主约翰.迈克马纳斯说，传播内容由传输给大众的泛播转变为针对个人需

求设计内容的窄播。在开展武警部队宣传片传播中要及时对所传播内容的效果进行评估，认

真分析受众的需求和心理特点，分析他们对什么内容感兴趣、需要哪方面的信息，了解受众

支持什么、反对什么、对哪些方面存在模糊认识和误解。要围绕我们的传播意图，贴近网民

的信息需求和思维习惯，精心选择宣传片的传播内容，优化网络议程设置。 

武警部队宣传片传播的内容涉及到训练演习、武器装备、抢险救援、对外交往、军民关系、

婚姻家庭、军营文化、人员素质、教育服务等方面。通过总结归类，网络受众对我武警部队

宣传片的以下几个方面特别关注和感兴趣：一是军事装备、军事实力的展示；二是国旗护卫

队、礼炮部队和国宾护卫队比较关注；三是与雪豹突击队和猎鹰突击队的相关话题；四是反

映武警部队战斗精神、战斗力，增强民族自豪感的内容；五是抢险救灾等场景；六是英雄的

人物和感人事迹等等我们应当在网络传播的内容定位上突出以上六个方面的内容，增强武警

部队宣传片的亲和力和吸引力。 

4.1.2 贴近受众网络行为，创新内容传播形式 

网民除了获取新闻信息外，其网络行为还具有非常强的娱乐性。据统计，网络音乐、网络影

视和网络游戏这三大娱乐类网络应用的使用率非常高，在 CNNIC 的历次调查统计中都排在前

十位。此外，国内网民的即时通信使用率也相当高，比如微信、QQ 聊天，一直排在前三的位

置。由此可见，网络娱乐和网络交友已经成为广大网民重要的上网行为。 

针对网民这些网络行为特点，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解说词、图片、背景音乐的简单组合，专

门为了宣传而宣传的模式，而要在武警部队宣传片的内容形式上进行创新，贴近受众的经常

性网络行为，将网络音乐，游戏、影视等元素融入到武警部队宣传片中，以潜移默化的形式

增进网民对武警部队的认知和好感。 

4.2  充分发挥网络媒介的作用 

网络媒体的兴起打破了传统的精英传播和小部分意见领袖对大众单向传播一家独大的局面，

让传播者和受传者的关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网络媒体发展如鱼得水还是基于互联网用户的

日益增加和网络媒体创新手段多样化。武警部队宣传片借助网络媒体构建的通道，是推动宣

传片网状覆盖的新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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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充分利用地方网络传媒的力量 

网络是一种民众参与性极强的草根媒介，在开展武警部队宣传片传播的过程中，我们必须重

视地方网络传媒力量的运用。充分利用地方的网络传媒对于优化武警部队宣传片的传播至少

有两大好处：第一，地方网络媒体拥有良好的受众基础和技术、经验优势，借其传播平台有

利于向 广大的网民群体传播。传播要产生积极影响和相应效益，前提是有巨大规模的受众

群体。目前，地方网络媒体的发展走在军队的前面，民间军事网络的发展也十分积极，像中

华军事网、铁血军事网、西陆军事等民间军事网站就办的比较出色，在访问流量和用户忠诚

度上甚至远超以中国军网为代表的官方网络媒体。此外，像新浪、腾讯、搜狐、爱奇艺等商

业网络媒体的受众基础是包括人民网、新华网等在内的国家重点新闻网站都难以相比的。第

二，借用非官方网络媒体传播更接近受众的接受心理，有利于引导舆论。 

4.2.2 充分发挥手机媒介的作用 

2018年9月17日，全球领先的新经济行业数据挖掘和分析机构 iiMediaRersearch（艾媒咨询）

权威发布《2018年上半年中国智能手机市场监测报告》，2018年 Q2中国智能手机用户规模大

约6.82亿人。手机作为人们绝对私有化的交际工具，手机时刻都贴身于人们身边，广大受众

对手机的接触可以说远远大于对电脑的接触。 新媒体创造了一种新的信息传播方式：“令纽

曼始料不及的是网路传播从根本上改变了沉默的螺旋理论赖以存在的媒体环境和社会环境，

传统媒体不再占领主流区域，反而成为了新媒体的陪衬，整个媒体大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随着媒介融合时代来临，电信、移动、联通三网融合，加之手机网络与互联网实现

了互通，大众对手机媒体的依赖性越来越高，智能手机带给大众的便利越来越多，手机 APP 的

广泛应用，给大众获取各类信息构建出了一个新的轨道，手机媒体作为连接大众与信息的“桥

梁”，为武警部队宣传片通过各类 APP 应用进行传播创造了广阔的空间。  

另外，手机媒体中的微信传播同样是武警部队宣传片传播的另一新轨道，微信对受众的强制

性影响，这是新媒体私人化后受众必须面对的局面，武警部队宣传片通过微信传播，可以大

大加强武警部队宣传片的主导地位。微信成为大众使用手机媒体的基本交际通道后，微信传

播的事业蓬勃发展，包括许多主流媒体、主流节目、知名企业等都有自己专门的微信公众号，

通过微信公众号发布信息，组织活动，吸引了一大批微信粉丝。微信朋友圈的发展更是激烈，

微信朋友圈充分体现出了手机媒体的独特魅力，因为朋友圈带给人们及时信息互动的乐趣，

人们可以不分地域、不管天气、不分时间地及时将自己看到的、听到的、想说的信息以视频

或者文字的形式通过朋友圈及时让朋友感知，与圈子内的朋友互动，微信朋友圈成为了大众

情感表达和倾诉的通道，满足了人们生活诉求。视频传播在微信朋友圈的兴起同样也为武警

部队宣传片创造了条件。 

4.3  把握技巧 注重传播艺术 

只有有效的传播技巧才能使武警部队宣传片传播收到良好的效果。在武警部队宣传片传播的

过程中，要特别注重“动之以情”，“以柔克刚”，“拉近距离”。 

4.3.1 动之以情                                                         

情感是个内涵丰富的概念，有正面、负面的，也有中性的情感。情感不可选择，但我们要控

制情感传播的表达方式。创作主体的思维方式是讲道理，而网络受众的思维是讲故事，不喜

欢生硬的说教。道理讲究的是内涵，故事讲究的是兴趣。所以，在这思维方式的差异上，要

想成功的进行有效的传播，创作主体应该采取受众容易接受的故事模式，把故事的趣味性和

真实情感放在第一位。如果一味的采用教育灌输模式，取得的传播效果会大打折扣。如果通

过一个励志成长的故事来反映武警部队的精神风貌，相信这样的方式更容易吸引受众，从而

产生对武警部队的尊崇和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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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动之以情 

“硬传播”是个艰难且不见好的成效的选择，那么“以柔克刚”就显示出了它的优越性。有

句古诗说的好“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这句用来作为武警部队宣传片传播的战术再合

适不过了。武警部队宣传片也应该更加的接地气，尽量使用受众的语言和表达方式。另外，

相比严肃庄重的宣传片，受众喜欢轻松幽默的方式来理解和诠释严肃的主题，尝试一些轻松

有趣的方式进行宣传，会更容易为受众所接受。在宣传片中，一些震撼的场景固然可以让受

众心潮澎湃；如果加入一些女兵的画面，普通士兵的生活瞬间，军人家属的剪影，可以让军

人的形象变得有血有肉，可以让宣传片变得更加有温情和感染力。 

4.3.3 拉近距离 

武警部队对大多数普通人来说是一个神秘的群体，平时也只能从电视、新闻中获得一个官方

的印象。武警部队宣传片代表着武警部队的形象，在宣传片中肯定会采用大量的官方语言，

不遗余力地塑造光辉的形象，但这些东西离大多数普通人很远，受众不一定感受的到，所以，

可以适当地用一些身边人和身边事，用一些普通的元素符号，拉近与受众的距离。 

文学作品中可以经常看到对人物或景色的细节描写，同样在宣传片中也可以有细节表现的运

用，采用这种表现方式可以使作品更加真实，表现力更丰富，使受众能够感同身受。细节的

表达运用有许多比如笑容的展现，笑容传达的意义很多，可以表示多种感觉比如幸福快乐等。

笑容在世界上是通用的语言，任何一个地方都代表着相同美好的意义就是友好。军人给人的

印象是铁骨铮铮的硬汉形象，演习中满是硝烟炮火。宣传片中加入士兵的笑容的画面，就可

以增加亲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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