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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new media has become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people's daily life.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ew media in detail, and expounds what difficultie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is facing in the perspective of new media.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puts forward a new path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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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新媒体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缺的一部分，本文详细地分析了新媒体

的特点，并阐述了在新媒体视域下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了哪些困境。同时，也提出了高职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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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

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中发〔2016〕31 号)中明

确提出：“加强互联网思想政治工作载体建设。树立互联

网思维，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与信息技术高度融

合，使互联网成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平台。”2018 年

全国教育大会上再次强调要鼓励各级各类学校与时俱进

创新教育理念和人才培养模式，发展“互联网+教育”，这

就意味着对于传统的思政教育模式，已经不能快速高效

的提升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了，高等职业院校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者需要紧密结合新时代的特点，努力探索在

新媒体视域下开展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方法

和新举措，同时这也是做好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

项至关重要的课题。 

2.新媒体的特点 

（一）内容的丰富性 

在传播内容上，传统的媒体则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单

一性，而新媒体毫不夸张地说，就像一本百科全书，为

学生打造了一个广阔性的、便利性的信息库。它不仅涉

及到自然科学、天文地理、历史人文、体育娱乐，还涵

盖了古今中外的文化成果等内容。所以只要在保证互联

网畅通的前提下，可以通过触摸屏幕或者点击鼠标，就

能利用方便、快捷、高速的网络搜索功能找到所想要的

内容，这对于接受新鲜事物能力较强的大学生来说，既

满足了汲取足够知识的渴望又给他们日常生活带来了极

大的便利[1]。 

（二）信息的即时性 

新媒体的即时性可以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迅速有

效地提升工作效率，其中包括 QQ、微信、微博和短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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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比如辅导员要完成临时性的突发工作，可以利用 QQ

群、微信群等方式，迅速准确地将工作内容通知给学生

干部，一方面提高了工作效率，消除了工作中常出现的“下

发的晚，要的急”的问题，而且在新媒体平台上，增加了

老师和学生之间双向交流互动的机会，有效地传播了思

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使学生真正能入脑、入耳、入心，

也使工作能又好又快的完成。另一方面，大大降低了思

想政治教育信息的传播成本，打破了思想政治教育在空

间上的局限性，新媒体的特点在于并不局限于某个固定

的终端来发送、接收、浏览以及储存，由于无线网络技

术的发展，使得人们可以随时随地的查看和使用，大大

提升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效率和效果，这也开辟了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天地。 

（三）资源的共享性[2] 

新媒体是集合了网络、数字技术和移动通讯技术而

形成的一个巨大的教育共享体，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可以

自主分享教育资源，自由获取所需的信息。而且，新媒

体还具有信息承载量大、传播与更新速度快、图文声像

并茂等多种特性，大大增强了对学生的吸引力，改变了

当前教育的现状。辅导员还可以通过运营个人微信公众

号、微博等媒介，搭建起与学生沟通交流的平台，来充

分倾听学生的心声，了解学生真正的内心需求。学生也

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自主选择喜欢的内容来阅读，使得

教育不再是单方面的传道、不再是被动性的。同时，新

媒体资源的共享性，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各地区教育资

源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形成了“足不出户”就能网罗先进理

念，使得教育资源效能发挥最大化。 

3.新媒体视域下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困境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飞速发展，新媒体也得到了高速

地发展。新媒体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让文化传播变得

更加便捷，但它在发挥促进作用的同时，也给高职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带来了新的挑战。由于当前大学生

的自我认知和心理健康水平尚未成熟，那么伴随着新媒

体的快速发展和新特征的出现，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者必须要加强对当前新环境的认知和了解，高度重

视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面临的新困难、新问题

[3]。 

(一)对高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影响 

新媒体时代知识更新速度较快，这就要求高职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在教育理念、知识结构和教育方式等

方面有所创新。但是当前很多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者专业知识储备较为陈旧，接受新鲜事物能力也不

强，造成了在新媒体环境下不能及时更新对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的新认知。具体表现在这两点上：一是不熟悉不

了解网民们的语言表达方式；二是不习惯网民间彼此交

流的模式。仔细分析原因还是自身缺乏学习的积极性和

主动性，以及对新媒体技术掌握的不够娴熟，这样一来

一定会导致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不足和导向性降低等

问题的发生，进而不能有效地将新媒体融入日常的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中去。更不要说创新和发展符合高职学生

心理特点和新媒体传播规律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新模式

[3]。由此可见，在新媒体视域下，高职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者需要及时更新知识结构和教育观念，来满足当代大

学生的特点和需求。 

（二）对大学生认知能力和心理健康的影响 

新媒体在传播时，信息的开放性和海量性给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者在引导舆论上大大增加了难度。新媒体中

包含的信息极为丰富，其中有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传

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主流思想与非主流思想等，但内容

又良莠不齐，这对于网络具有极大依赖且社会阅历较浅、

心智尚未成熟的大学生而言，极易随着新媒体呈现出的

简便、快捷的倾向思维，而缺乏独立思考，在很大程度

上容易导致大学生价值观念、人生态度、行为方式等发

生偏颇。而且，对于刚入学的新生来说，新的生活目标

还处在迷茫期，自律意识也不强，易受外界影响，最后

有可能沉迷在网络游戏、快餐小说和追剧里，而无法自

拔。这些问题的存在，非常不利于当代大学生形成正确

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也严重影响着他们的身心

健康，由于他们长期生活在网络世界里，缺少与外界交

流，甚至还会产生心理问题。 

（三）对师生关系的影响 

在日常与学生交流的过程中发现，有些学生在信息

获取的效率上比教师更高，他们对网络使用的熟练性更

强，收集信息的速度更早、更全面。如此一来，就会让

部分学生认为老师的专业技能也不过如此，甚至在某些

方面上还不如自己。相对于传统意义上的教育，新媒体

对教师的主导地位和话语主导权都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而且，学生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微博和抖音等学习

到相关知识。学生还可以在新媒体平台上把学到的内容

利用 QQ、微信、微博等方式进行转发或者用自己的话语

表述出来，体现了数字化信息时代，人人都是自媒体，

更充分说明新媒体时代知识传播的效率越来越高。由此

可见，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教师高高在上，学生自主性

学习较差的局面被彻底打破了。 

4.新媒体视域下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新路径 

相比传统媒体，新媒体时代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全

新的传播途径和方式，这就需要我们高职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者重新认知，要积极探索符合新媒体传播规律的，

并结合大学生实际情况的思想政治教育新路径。特别是，

高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深入思考如何将新媒体融入

高职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如何充分利用好新媒体这把

“双刃剑”来开展日常工作。综上所述，笔者建议可以从以

下三个方面来开展： 

（一）加强高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队伍建设 

高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尽快适应新媒体这一全

新环境，重新定位自己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角色，

真正实现以学生为本，将新媒体能够有效地融入日常的

思想政治教育中。实现由现实生活的教导者、信息传播

的把关者、知识传递的灌输者转变为虚拟生活的引导者、

信息传播的引路人和学生成长的指引者。在日常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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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可以通过建立微信群和 QQ 群，

观察群中学生讨论的热点、非常关注的内容等来了解大

家的思想动态。同时，还可以充分利用大学生普遍喜爱

的社交媒体如 QQ、微信、微博等，与他们进行谈心交流，

这样教师才能真正走入学生的内心，了解他们的真实想

法，帮助他们走出困境。高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还要

及时更新网络语言，实现和学生交流无障碍，进而通过

新媒体平台更好地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此外，还要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定

期参加校内外新媒体技术方面的相关培训，与时俱进，

不断提高自身综合素质和新媒体应用能力。 

（二）提高学生新媒体媒介素养水平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互联网时代，学生日常生活中的

聊天交友、浏览新闻、网络购物、观看视频、倾听音乐、

玩网络游戏等，根本离不开新媒体。久而久之，他们很

容易沉迷于网络之中，再加上如果缺乏一定的媒介素养，

就会出现思想偏差和心理问题。因此，高职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者针对刚刚迈进大学校园的新生，就要着手做好

新媒体教育工作。此外，还可以通过举办一些主题教育

活动来提升他们用新媒体实践操作的能力，如网络知识

竞答、微电影大赛、校园微博大赛等。同时，为进一步

增强学生对不良网络信息的辨别能力以及合理合法使用

新媒体资源等方面的意识，学校相关部门要积极有效地

利用校园文化平台来宣传新媒体的道德意识、自律意识

和法制观念。 

（三）构筑校园新媒体教育新平台 

新媒体时代，学生可以随时随地的进行学习，不需

要固定的位置，也不用和老师面对面，这样大大弥补了

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不足。因而高职院校必须抢占校园

新媒体主阵地，积极创建校园网络传播新平台，比如大

力推进校园门户网站建设，充分发挥微博、微信、QQ 等

新媒体技术的优势。在创建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者一方面要本着“围绕学生，关照学生，服务学生”的原则，

将新媒体平台运用于学生的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中。另一

方面还要积极利用他们来开展学生活动，营造浓厚的积

极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通过这些举措，新媒体，特别

是校园网络将成为学生了解信息、获取知识和课余生活

的主渠道，真正实现了从大学生的实际出发，而且有利

于更好地弘扬共同理想、凝聚精神力量和建设道德风尚。

通过开展学生活动，大学生也由最初盲目的使用新媒体

到充分地利用新媒体，从而促进全校师生共同建立、共

同维护和共同分享校园新媒体。由此，校园新媒体不再

是一种可有可无的形式，而是真正能成为一个立德树人

的新阵地、校园文化传播的新空间和服务师生的新平台。 

总之，在新媒体时代下，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既面临着大好机遇，也迎来了严峻挑战。作为高职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及时调整心态，树立创新意识，

充分利用好这把“双刃剑”，努力把学生培养成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为丰富

和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成效提供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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