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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cultivate the correct ideas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and cultivate 
their good social practice ability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carry out 
propaganda and ideological work on the basis of the policy and policy work concept of the Party 
and relying on many platforms inside and outside the school. However, growing up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Internet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of the new era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have distinct id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their access to information is diversified, the 
information obtained is more fragmented and disorderly, which means that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must keep up with students' interest and ideological cognition when carrying out 
propaganda work in the new period, people-oriented, pioneering and innovative. This paper is from 
the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Starting from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propaganda 
and ideological work, this paper makes a deep analysis on the channel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obtaining information for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and on this basis,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and suggestions on the innova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propaganda 
and ideological work. 

 
 

高等职业院校大学生宣传思想工作创新研究 
关婷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   北京   102442 
 

关键词：高等职业院校；大学生；宣传思想工作；创新；研究 

摘要：为了培养高职院校大学生正确的思想观念，培养高职大学生良好的社会实践能力和社

会责任感，高职院校以党的政策方针工作理念为依据、依托众多校内外平台开展宣传思想工

作。但是，成长于改革开放后、互联网繁荣发展的新时代高职院校学生思想特点鲜明，他们

获取信息的渠道多元化、获取的信息较为碎片和杂乱，这就意味着新时期高职院校开展大学

生宣传工作时一定要紧跟学生兴趣和思想认知，以人为本，开拓创新。本文即从高职院校大

学生宣传思想工作的现状出发，对高职院校大学生的获取信息的渠道和特点进行了深入分析，

并以此为基础就高职院校大学生宣传思想工作创新提出意见和建议。 

1．引言 

近年来，高等职业院校已占据我国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培养了大

批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相比其他教育类型和教育层次，高职大学生在价值取向、兴趣爱好的

倾向性，思想认识的深度和广度，性格稳定性，学习和工作的专注性等方面，都呈现出高职

大学生独有的特性，这也决定了在高等职业院校开展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性。本文试图就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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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高职大学生人格和心理特征如何开展更加有效的宣传思想工作做一探讨。 

2.高等职业院校大学生宣传思想工作现状分析 

2.1 工作理念 

当前，高等职业院校在开展宣传思想工作时主要以内容上的准确为主旨，尤其是在把握

党的方针政策方面，为确保政治方向，常常以全面准确为基本原则。但部分院校在开展工作

时，过分强调宣传思想的准确性，脱离本校学生思想实际与专业特色，缺乏针对性、适应性

和趣味性，使思想宣传工作实效性大打折扣。 

2.2 工作平台 

为了培养高职院校大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提高高职大学生良好的社会

实践能力和社会责任感，高职院校主要依托校内外诸多平台开展宣传思想工作。 
2.2.1.会议。会议是当前高等职业院校面向大学生开展宣传思想的重要平台。如主题班会、主

题团会等。会议形式的特点是庄重、严肃、整齐，可集中时间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专题

性学习。但部分院校在利用会议形式教育学生时，过分强调会议的庄重、严肃与整齐，忽视

学生的主体性。除此之外，会议学习往往是一方讲一方听，缺乏交流互动，学生参与度低，

学生学习兴趣低下。 
2.2.2.讲座和报告会。讲座和报告会是高职院校展开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手段。一般来说，高

职院校会邀请校内外专家学者对党的理论、方针、政策开展专题讲座。学生能够在较短的时

间内系统了解相关知识。但某些报告会形式过于死板，程式化倾向严重，往往会降低学生的

学习兴致。 
2.2.3.课堂。课堂是开展大学生宣传思想工作的主渠道，高职院校都设置专门的思政课程对大

学生进行思想政治宣传教育。思政课的好处是有利于学生全面系统地学习把握党的路线方针

政策。但如果仍沿用传统的“一言堂”的授课模式，缺乏必要的实践教学和互动教学，不去主

动启发高职大学生思维，就会影响学习效果。 
2.2.4.参观教育基地。高职院校常通过安排学生参观革命圣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方式引导

学生加深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参观的方式具有直接和感性的特征，可以使学生近距

离观察、感受和体验，增强教育的感染力。但部分院校在组织参观活动往往走马观花，学生

体验感不足，活动教育意义下降。 
2.2.5.校园文化活动。高职院校宣传思想工作的开展离不开有效的校园文化氛围，一些院校通

过建设红色影院、文化艺术节、文艺演出等形式，丰富校园文化活动的感染力。这样做的好

处是能够让青年学生参与到喜欢的活动中，让其潜移默化受到影响。但如果没有从学生的特

点去地考虑活动开展的时间、地点和方式，同样使得活动效果无法达到预期效果。 
2.2.6.传统媒体。通过新闻媒体对大学生开展宣传思想教育是十分有效的方法。如编辑出版院

报、摄制播放视频新闻、布置宣传橱窗、灯杆标语等，可以使学生参与其中，拉近党组织和

大学生之间的距离。但如果无法理好学生参与度，也会影响报纸的编辑质量。尤其是在版面

设计、内容选取上，需要从学生生活实践入手找寻学生感兴趣的话题，以更好地适应当代高

职大学生求新求异的欣赏需求。 
2.2.7.新媒体。高职院校网络新媒体一般包括校园网、人民日报电子阅报栏、电子屏、微博、

微信等。高职院校通过校园网设置各种新闻版块，如国家大政方针、国内外新闻等，有利于

高职大学生快速了解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但部分院校由于诸多因素制约，校内网的维

护更新缓慢，难以满足学生求新求变的心理需求，影响了宣传教育效果。 
2.2.8.刊物。高职院校通过为学生订购期刊和组织学生撰写和发表理论文章的方式开展宣传思

想工作，可有效激发高职大学生的学习理论的动力和兴趣。但如果学校订购刊物不深入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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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文化水平和接受能力的实际状况，会导致学生阅读失去兴趣。 
2.2.9.校际交流。高职院校常常组织一些跨学校、跨学科的学术交流会、成果展示汇报会等，

这对高职大学生开阔视野，汲取多元思想理念和知识技能大有裨益。但部分院校在召开跨学

校、跨专业学术交流会议时，过分强调会议的学术性，没有考虑到高职大学生动手实践能力

强的特征，使得高职大学生学习兴趣降低。 

3.高职院校大学生信息获取特点分析 

3.1 信息渠道的多元性 

现阶段的高职院校学生经常通过网络获取信息，开拓视野，扩散新鲜思想，形成高职院

校学生的思想风潮。 
3.1.1.微信。高等职业院校大学生对于网络等新生事物接受能力较强，对于微信、微博等新生

事物兴趣高涨。利用微信，高职院校大学生能够获取新闻、娱乐、电影、文化等一系列信息。 
3.1.2.网络。高职院校大学生喜欢追求新奇、刺激，互联网上各种交友软件、游戏论坛、新开

发的手机 APP 以及手机网络等都是高职院校学生信息来源的渠道。但由于监管不到位，网络

上充斥着各种虚假信息和诈骗信息，高职院校大学生甄别能力差，导致思想状况呈现出复杂

性。 
3.1.3.交流。一般来说，高职院校大学生性格开放，喜欢在交流中获取信息和思想。部分高职

院校十分重视各种学生群体，尤其对非正式群体的思想状况进行引导。针对那些个性较强，

在人际交往方面较为欠缺的学生，部分高职院校常常利用联谊会、社团活动，强化引导，以

促进学生之间的信息沟通。 
3.1.4.报刊。目前，报刊依然是高职院校大学生选择的一种信息来源。高职院校学生的思维较

为活跃，他们在选择报刊时通常会从自身爱好出发进行选择。但由于高职院校大学生文化水

平相对较低，报刊选择主要以浅显易懂的通俗期刊为主，时政性、理论性较强的专业报刊较

少，导致高职大学生政治意识不够强，对党的理论和知识认知不够。 

3.2 信息内容的碎片化 

高等职业院校大学生不善于阅读理论性、系统性较强的长篇巨制。在互联网时代，短小

精悍的信息更易于被高职所接受。这些碎片化的信息都是以短小表达微观点来加速信息传播，

其传播特点如下:  
3.2.1.靠新奇夺人眼球。互联网信息的时效性非常强烈，现阶段高职大学生价值取向多样，容

易受新鲜事物影响，导致学生在接收新奇信息时无法全面严谨的认知，导致其价值观容易受

到这些信息左右。 
3.2.2.靠短小便于阅读。微媒体时代，短小精悍是微信息传播的特点，短小新奇信息更便于二

次传播。但信息的短小也导致高职院校学生接收的信息碎片化严重，如微博就限制字数为 140
字，短小的文字必然导致信息无法完整准确表达，自然也培养高职学生系统化的思维。 
3.2.3.靠庸俗扩大读者。现阶段，部分网络微媒体、自媒体为了吸引流量，往往靠庸俗吸引眼

球。高职院校大学生文化基础薄弱，缺乏要求进步的主动性，容易被庸俗信息吸引。况且，

庸俗低俗媚俗的信息很容易让高职院校大学生缺乏深度思考，影响到高职院校大学生正确价

值观的形成。 
3.2.4.靠负面和弱小获得同情。网络上一些信息通常靠负面和弱小博取关注。而高职大学生信

念薄弱，缺乏责任与担当，对待这些负面和弱小的信息通常不加甄别，全盘接受。这直接影

响了高职大学生的社会判断力，降低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3.3 信息阅读的随机性 

高职院校大学生课业紧张、个人自由支配的时间不多，导致其阅读时间碎片化，信息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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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较为随机。 
3.3.1.课间休息。很多高职学生利用课间休息的 10 分钟时间阅读信息。由于时间较短，大多

数学生会热衷于利用微媒介打造的平台，成为“微信迷”、“微博控”。 
3.3.2.吃饭排队。吃饭、排队、等公交、乘公交等时间段成为高职学生获取信息时间。在这期

间，高职大学生往往会浏览微博、微信，也会在抖音、今日头条等接收碎片化信息。 
3.3.3.一早一晚的业余时间。高职院校大学生利用早上和晚上的业余时间通过报刊、网络、交

流的形式获取信息。如高职院校男生喜欢晚上组团游戏，并通过这些渠道获取信息。而女生

则喜欢晚上浏览小说论坛、淘宝、美妆论坛获取自己需要的信息。 

4.高等职业院校大学生宣传工作创新研究 

新时代高职院校大学生思想特点鲜明。高职院校若想做好针对学生的宣传思想工作，必

须要对当代高职学生思想状况进行分析了解，从高职院校大学生思想状况入手，创新“互联网

+”背景下高职院校宣传工作的方式。 

4.1 紧盯学生兴趣 

4.1.1.标题要鲜明夺目。为了更好地利用互联网把握舆论导向，高职院校宣传工作要紧抓学生

兴趣点，尤其是宣传文章的题目要鲜明夺目，吸引学生注意力。如某高职院校在号召大学生“献
血”时就拟题：《如果想自虐，就来献血；再自虐，就来义务志愿献血》。如此新奇题目非常符

合高职学生热情、好奇的心理。 
4.1.2.内容要关注主体。高职院校在开展大学生的宣传思想工作中，要有服务学生的意识、聆

听年轻声音的勇气，宣传思想工作的内容要关注学生主体。在宣传活动中要充分考虑学生的

利益诉求，要有针对性和切入点。与此同时，在宣传思想工作中要善于“因事而化”，在双方

交流中消解矛盾。 
4.1.3.文风要诙谐洒脱。为增强高职院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效率，宣传部门应从学生思想特点出

发，采用高职大学生喜闻乐见的文风开展宣传，加强宣传工作的引导性和感染力。具体来说，

一是宣传稿的文风要诙谐洒脱，具有幽默感，减少以往宣传工作稿的机械、枯燥、深奥和晦

涩难懂的文风；二是宣传稿的文笔要简洁朴素，一方面便于学生手机阅读，另一方面也符合

学生碎片化阅读习惯。 
4.1.4.形式要声影图文并用。高职院校的宣传工作要适应现阶段网络图像化的信息传播特点，

采用声影图文并用的方式进行宣传。在宣传形式上也要注意宣传思想的内涵性，“声影图”是
“文”的通俗解说，而“文”要有情趣、有意义，通过声影图文并用的宣传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

取向。 
4.1.5.宣传要富有情趣。良好的高职院校宣传思想工作既要有思想，也要有情趣。这就更需要

高职院校宣传工作要从学生的个性出发，在宣传上既要有趣，能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让学

生兴趣盎然；也要有思想，把宣传的理念和学生生活紧密结合，让学生通过学习，了解和认

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培养自身良好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4.2 方便阅读 

4.2.1.文章以短小见长。为了适应高职大学生碎片化阅读的需要，高职院校的宣传文章应以短

小精悍为主，利用微媒体来打造“大宣传”局面。比如，学校层面可利用官方微博、微信通报

权威信息。在打造短小文章时，要注意“才气”在文章中的渗透，短小的文章要体现新闻舆论

的准确度，更要体现出对高职大学生的尊重度和吸引度。 
4.2.2.形式以新兴媒体为主。鉴于微信、微博、微视频和 APP 客户端是目前高职院校大学生接

收信息最主要的来源，高职院校宣传思想工作中宣传稿的格式应该以与手机微信等新兴媒体

相适应的“微信体”、“微博体”、“校内体”为主。这就需要宣传稿文字字号要适应手机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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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用 14 至 16 号字体；文字行间距不能过密，可使用 1.5 至 2.0 倍的行间距；文字尽量以短语

为主，方便学生阅读；图片和字体要使用相对统一的配色方案等。 

4.3 重视影视的特殊效果 

4.3.1.调整和优化电子屏播出时间。由于高职院校大学生接收信息的时间较为碎片化，高职院

校在进行宣传思想工作中应注意随着高职大学生做细时间的变化而适时调整优化电子屏的播

出时间。例如，可在高职院校学生课间、中午和晚上饭点前后播出电子屏的内容等。 
4.3.2.正确选择电影内容。高职院校宣传思想工作应正确选定电影的内容和播出时间开展思想

教育。选择的电影内容要符合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在电影动画播出时间上，应选择大学生

的业余时间，比如每周三、每周六的晚上等，并且电影播出时间最好固定，以养成高职大学

生定期收看电影的良好习惯。 
4.3.3.将先进人物事迹和政治理论课内容影视化。高职院校应结合党和国家宣传的模范典型和

学生身边的典型人物事迹，将典型人物开发为系列多媒体影视资源，供广大学生学习观看。

还可利用多媒体手段将政治理论课的内容影视化，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和学习效果。 
伴随着新兴互联网数字媒体在高职院校大学生之间的广泛应用，高职大学生的思想状况

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这对高职院校宣传思想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包括宣传理念的转变、

宣传工作方式的创新、宣传工作水平的提升等。同时，为了确保党的教育方针在高等职业院

校得到全面落实，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以高职大学生思想状况为基础，在因势利导的前提下，不断深化高职院校宣传

思想工作的机制创新，确保高职院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有效性和导向性。 

致谢 

项目来源：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项目名称：职业院校劳动文化育人教学模式研究 

References 

[1] Zheng Dengwe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work of News and Public opin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M]. Beijing: Beijing Publishing House, 2016.10 

[2] Ren Wenjuan, Xu Jianhua. Several basic skills in school propaganda [J].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Management,2017(10):53-54.  

[3] Li Ping. On the role of News propaganda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J].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Materials, 2012 (9): 153. 

[4] Dong Zhenhua. Grasp the two characteristic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of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J]. Guide to ide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Education, 2017 (6): 106 / 108. 

[5] Wang Chunhong. Exploration and practical research on the innovation of news propaganda 
mechanism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J]. Journal of Jilin Institute of Education, 2014 (10): 
129.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volume 369

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