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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urrent life and study of college students, WeChat, Weibo and other new media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life and learning, improve the dissemination of information, and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style of students. In the process of running a schoo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repeatedly emphasized the construction of campus culture and 
student management, so as to ensure that they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ir own student 
management effect and party building performance in campus education. At present, combined with 
students' way of life and the form of students' use of new media, we can see that the benign 
combination of university management and new media technology in students' life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learning. level of student management and party building work, and create new channels 
for cultural construc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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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当前大学生的生活和学习中，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在生活和学习中发挥着自身重要

的作用，提升了信息传播的素有，有效改善了学生们的生活质量和方式。高校在办学过程中

对校园文化建设和学生管理的过程中进行了反复多次的强调，保证能够在校园教育中有效提

升自身的学生管理效果和党建工作成绩。当前结合学生的生活方式，以及学生对新媒体利用

的形式能够看出，将高校管理工作与学生生活中的新媒体技术良性结合，能够有效改善学生

管理和党建工作的建设水平，创建高校中的文化建设新渠道。 

1．引言 

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高校对学生的文化建设和管理工作中均采用文字、电话、短信等

形式进行信息传达，这种行为的确具有自身的积极作用，但是在长时间的实践工作中能够看

出，以上宣传方式缺少了一定的实效性和可操作性，增添了高校学生管理和党建工作中的经

济压力，根据现在的社会情况和科技发展情况能够看出，新媒体利用在高校的学生管理和党

建工作是当下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利用电脑、手机等形式进行信息传播能够最大限度的提

升信息传播的质量，改善学生信息收集过程中的积极性和参与感，促进学校进行建设过程中

的质量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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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校学生使用的主要新媒体平台概况 

（一）微信 
建立班级、班委、社团等部门之间的微信群，将微信群作为班级学生与教师领导联系的

重要纽带。通过微信群的建立能够实现实时的信息传递和共享，提升了班级学生与领导、教

师之间沟通的效率，并且在社团内部办公的过程中也不再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有效缩短

了办公进程，提升了高校文化建设和学生管理过程中的工作效率和质量。班级和社团部门为

单位件建立的微信群能够有效将班级内部的学生吸收成为社团的新成员，社团领导、班级教

师能够随时随地将社团的活动消息和班级的管理计划和学生进行沟通和交流，利用微信聊天

能够减少双方沟通之间存在的误会和问题，提升双方交流效率[1]。一旦在社团或者班级建设

中存在一定的问题，也可以通过微信解答，并且实施实时的信息传递和处理，保证相关人员

能够有效了解现场的情况，明确事情处理的进程，降低突发事件的恶劣影响。 
当高校内部举办相应的教学活动和文化活动的过程中也可以建立相关学生和工作人员的

微信群。学生管理工作的内容十分复杂，团委管理、教学管理、奖学金评定、学生成绩考核

等相关内容，根据其中管理形式的差异建立微信群，能够帮助学生和教务人员进行有效的问

题解答，减少学生管理中出现的食物，及时进行工作进程的完善和创新，有效解决相关问题。 
建设微信公众平台，实时进行学校办学管理的信息发布，利用微信公众平台的自定义消

息编写功能，能够进行信息的自动化过滤，提升相关工作的进行效率。在实际应用中，办学

管理信息主要是通过邮箱和消息群发进行的，这种消息发布形式会受到一定的限制，信息接

收对象也不能进行很好的过滤，出现信息泄露现象。很多学生反映在邮箱中寻找大量的信息

才能够找到和自身相关的信息部分，降低了相关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微信公众平台中的自

定义消息内容能够有效提取与自身相关的消息内容，建立用户相关的消息列表，用户在回复

消息的过程中能够进行关键字回复，方便快捷的掌握自身需要的消息。相关工作人员也可疑

将微信公众平台进行消息绑定，与微信工作群建立良性的信息传递关系，在日常的工作中能

够及时回答相关的问题，增强自身的信息处理速度和工作效率。 
（二）微博 
在微博的使用过程中可以进行话题导向，利用长微博发布学校办学信息和教学计划等等，

提升客户端与学生之间的交流和沟通，拓展信息获取的方向，增强信息传播渠道。在进行学

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可以使用“心灵鸡汤”“教学公开”“就业指导”等方向的信息公开，

发布与大学身息息相关的内容，有效提升大学生对校园微博的关注程度，采用潜移默化的形

式向学生传递信息，降低了学生对私聊信息的厌倦程度。班级、学院之间也可以进行微博信

息发布，与校园微博信息传递具有相似性。其中，重要的板块有基本信息、活动纪实、成员

意见、资源共享等等，这种信息传递的形式能够提升对学生思想政治指导和影响的力度，创

建良好的校园文化建设分为，促进校园环境的良好发展[2]。 
将微博作为信息传递的媒介，进行学生就业、工作等信息传递。鼓励学生在校期间进行

就业和创业，建立就业培训平台和校园机构，提升学生就业和创业质量，完善校园教育的方

向。在高校办学的过程中应当有效利用微博信息共享的能力，创建高校信息终端，并且将微

博上传递的信息与高校中的微信群、QQ 群相联系，能够最大限度的向学生传递信息，整合

就业、工作、考评的相关资讯。及时将办学内容、政策、就业情况等消息进行整合，有效解

决高校就业问题。将校园内部的办学信息进行及时有效的处理，选择具有就业和创业经验的

学生作为榜样进行宣传，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邀请校外企业家和相关专家进行讲座指导，

为学生创建一个自主就业的平台，对于学生中存在的就业问题进行详细的解答，有效回复学

生在职场上的问题和困惑[3]。 
微博纤细发布能够创新高校党建工作形式，探索崭新的党建工作渠道。高校传统党建工

作进行的过程中主要是向学生发布党建工作的相关纸质材料，在研讨会上进行党建精神宣传，

这种活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生创新思维和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缺少大学生活动的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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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中有“微刊物”一项板块，高校进行党建工作中可以在这一板块中发布党建工作的主要内

容，提升党建宣传和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并且可以建立专门的电子信息发布板块，传递

学校中进行党建工作的最新材料，以及国家和政府颁发的相关文件。并且，微博自身也有良

好的监督管理功效，能够对学校内部的党风建设工作进行监督和监管，公布党内人员的工作

情况、基本信息，由学生和社会群众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监管，进而能够提升党员的工作积极

性和稳定性。 

3.新媒体在高校学生管理与党建工作中的优势 

（一）便利学生、师生之间的交流 
互联网在使用的过程中基本上已经拜托了时间和地点的限制，为学生之间以及师生之间

的良好稳定沟通建立了广阔便捷的平台。在新媒体环境中，高校师生之间的对话和交流均处

于相对平等和谐的环境中，能够在互联网平台上建立互相信任和依赖的环境，提升师生之间

的良好关系，有效促进了高校学生管理工作和党建工作的进行。 
（二）降低了学生管理和党建工作的压力 

在新媒体的广阔平台上，信息的发布和获取都具有自身的灵活性和可操作性。众多高校

在办学的过程中能够根据自身的情况，将微信公众平台和微博建立成树立自身良好形象的社

会窗口。当前，众多高校在进行微博建设的过程中，将办学计划、招生计划、就业信息等发

布在微博上，社会群众能够获得高校建设的最新信息。新媒体在进行信息传播的进程中能够

实现短时间内的信息传递和资源共享，节省了大量的实践，促进了师生之间良好的沟通和交

流。传统纸质信息不容易保存的问题在新媒体信息传递环境中不符存在，反而能够有效的进

行信息获取和发布。 
（三）有效节省了管理工作中的人力物力 

在传统的信息发布过程总，学生与教师之间沟通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在新媒体

信息传递的过程中，这种情况大大减少，降低了学生和教师工作的压力，节约了大量的工作

资金，响应了环保工作的号召。并且通过网络传递信息能够根更加简单明了的了解到学生对

活动举办的实施情况，办学政策和主张在学校内部建设情况，节省了实地调研的时间和精力
[4]。 

4.新媒体在高校学生管理与党建工作中的挑战 

（一）信息更新速度较快，难以准确整合和选择信息 
在信息传递不断加速的今天，互联网中充斥着大量的信息，高校信息发布的过程中应当

对相关信息进行整合优化，保证自身传递的信息具有真实性和可靠性。在利用互联网进行信

息传递的过程中也应当提醒学生，培养自身的信息化素质，避免出现信息遗漏现象。 
（二）网络中的舆论信息监督监管将较为困难 

在新媒体环境中，信息发布具有灵活性和自由性，言论自由造成了互联网中信息泛滥现

象，大量的无效信息影响着学生的价值观念以及学习情绪，在学校进行学生管理和党建工作

的过程中产生不良影响。 
（三）学生面临大量信息冲击，自身思想价值受到威胁 

在新媒体的言论导向中，众多信息在学生的生活中产生较为深刻的影响，西方的思想价

值观念，对中国的一部分不正当诋毁等等都会影响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树

立。在这种思想政治观念的博弈中，高校教师应当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在校园微博和微

信公众平台上发布具有正能量和积极意义的信息，降低消极信息和消极情绪对学生的冲击和

影响，提升学生抵制不良信息和诱惑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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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新媒体在高校学生管理与党建工作中的应用创新措施 

（一）转变思维方式，迎合社会需求 
高校在进行学生管理和党政建设的过程中应当端正建设的态度和立场，将全校师生培养

成为具有正确价值观念的人才。面对新媒体不断蓬勃发展的大环境，学校应当加强自身在学

生管理和党政建设中的资金投入，发挥教务人员和教师队伍的主观能动性，关注学校的党政

建设进程，提升学生管理的质量和水平。对于建设和管理中出现的相关问题应当进行及时有

效的整合和完善，保证校园新媒体环境的绿色健康。 
（二）创新治理机制，理顺工作流程 

高校应当明确利用新媒体进行学生管理和党政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建立健全党政建

设和学生管理的机制。保证在建设过程中能够有章可循，提升工作人员的工作素质和技能，

建立阶段性的信息化培训，促进教师队伍和学生工作队伍自身信息化素养的有效提升。在与

学生进行交流的过程中应当尊重学生的学习需求和发展需求，根据当下大学生的现实情况进

行自身教育管理方向的完善和革新。高校党政教育教师应当随着社会发展的进程不断完善自

身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式，提升教师对党政建设的认知程度。相关工作人员应当掌握新媒体

的使用方式，在新媒体创建的交流平台上解决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遇到的问题。针对学生的

个人情况进行有效的思想引导，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学习需求，明确自身定位，满足学生在

校期间的诉求，帮助学生进行终身发展[5]。 
（三）加强管理力度，规范信息内容 

对于高校新媒体平台上发布的相关信息应当制定专门的审核机制，确保相关信息的准确

性和稳定性，有效进行信息筛选，将具有消极思想的信息排除在校园信息发布之外，建立完

善科学的信息传播机制。同时，高校在进行信息性处理的基础上也应当帮助学生提升自身的

信息审核力度和辨别能力，在互联网发展的进程中能够有效认知到信息的优劣，并且通过新

媒体平台进行发声，将自身的利益和学校的形象树立联系在一起，在新媒体环境中树立自身

的主人翁意识，逐渐成为高校新媒体环境中的主人。 
（四）新旧媒体整合，推进宣传效果 

根据上文中的论述能够明确认知新媒体作为学校进行学生管理和党政建设过程中的优势

地位，但是不能因为新媒体具有一定的优势，就完全摒弃了传统宣传形式。传统宣传方式中，

海报、标语、黑板报等等形式具有新媒体不具备的直观性，在高校党政建设和学生管理的进

程中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在进行学生管理和党政建设的进程中应当将新媒体

和传统媒体相结合，发挥二者在信息传播处理中的优势，将新媒体传播的重要信息通过传统

媒体进行展示，传统媒体中的不足之处使用新媒体进行优化提升，将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信

息在各个方面传递给学生，保证学生管理任务的顺利进行，以及高校党政建设工作的深化开

展。 

6.结束语： 

根据上述内容可知，在信息化不断发展的今天，众多新媒体设备已经深入了我们的生活，

学生的日常生活状态产生变化的基础上，高校办学工作中也应当吸收新媒体的良性机制，便

利高校学生管理工作和党政建设工作的开展。在使用新媒体进行高校办学工作的过程中，应

当认识到新媒体自身的缺点和不足之处，确保高校办学工作的顺利开展和稳定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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