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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ducation of marxist viewpoints on journalism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must be tightly integrated with the 

Current background ,It is strengthened through the following realistic ways：Firmly grasping the political 

direction of education of marxist viewpoints on journalism in the new epoch ,Focusing on building a teaching 

community in Marxism viewpoints on journalism; Fully excavating the contemporary value of red journalism 

culture; Comprehensively improving the timeliness Education of marxist viewpoints on journ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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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高校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要紧密结合当下的时代背景，通过以下现实路径来加强：牢牢把握新时代

高校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的政治方向；着力构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学共同体；充分发掘红色新闻

文化的当代价值；全面提升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的时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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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学界关于高校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的研究，以

2013 年年底中共中央宣传部与教育部联合下发《关于地

方党委宣传部门与高等学校共建新闻学院的意见》（简

称“部校共建”意见）为分界线，新世纪以来至 2013 年，

马新观教育研究十分“平缓”，年均发文量仅为 0.7 篇。

但是“部校共建”意见出台以后，学界掀起了研究的高潮，

2014、2015 两年发文量迅速上升，特别是 2016 年习近

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简称“2.19”

讲话）发表和 2018 年《关于提高高校新闻传播人才培

养能力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 2.0 的意见》

（简称“2.0 计划”）的发布，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新闻

观教育的研究热度持续飙。但是，目前研究大多倾向于

基础理论，对实践层面的观照还远远不够。上述讲话和

文件的出台不仅为新时代高校新闻传媒人才培养指明

了方向，也为新时代高校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提供

了现实路径。 

2.牢牢把握新时代高校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

育的政治方向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话语和学术话语体系中，

高校新闻传播学科及其相关专业的设置都具有明显的

意识形态属性。同时，在高校新闻传播类人才教育和培

养体系中，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居于核心和主导地位。

广义的马克思主义不仅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经

典作家的思想立场、观点和方法，也包括被中国共产党

不同时代的领袖人物“中国化”了的思想观点方法。党的

十九大最显著的特色，就是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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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并长期坚持，这

不仅是面向当下更是指向未来的，其对中共以及中国社

会的长远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其中，党的十八大

以来即步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关于党的新闻舆论工作

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和论述，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

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

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体现着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最新

发展水平，是新时代高校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最重要

的内容与核心板块。 

所以，加强新时代高校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的首

要任务和重点内容就是系统讲授和贯彻落实习近平关

于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论述。在这系列重要论述中，重

要的问题就是要牢牢把握新时代高校马克思主义新闻

观教育的政治方向。习近平在“2.19”讲话中，旗帜鲜明

地将高校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教学的方向和质量

与新闻舆论工作队伍的素质直接联系起来，并首先强调

的是教学方向问题。教学方向就是政治方向。新闻传播

学科自身具备的极强实操性的特点极易让教育者陷入

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话语陷阱而忽略了该学科内在

的价值取向。只有首先解决好“我是谁、为了谁、依靠

谁”的根本性、方向性的问题，才能实现培养和造就一

大批“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作风优良、党和人民放心”

的新闻舆论工作人才队伍的目标。 

3.着力构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学共同体 

加强新时代高校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要不断推

进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三进”（进教材、进课堂、进头

脑）。进教材和进课堂是手段和方法，进头脑才是目的

和根本。2019 年 3 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马克思主义

新闻观十二讲》及其配套学习材料的出版以及由郑保卫、

童兵等知名新闻院校教授学者共同推进的高校马新观

师资培训已将前两个问题已经基本解决。新时代解决马

克思主义新闻观“进头脑”问题的关键，就是着力构建马

新观课程教学共同体。一是消除师生在教学中的对立立

场，化解教师认为马新观“课难教”、学生认为马新观“课

难听”的尴尬局面。要激发学生对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

的喜爱与兴趣，不断提升学生理论素养与思维能力。二

是树立师生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共同体中的一致

性目标。这个目标就是通过教师的教学促进学生的发展，

“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1]，激发学生内生学习

动力，增强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认同，真正做

到入耳、入脑、入心。三是明确划分教学共同体中师生

的角色职责。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中，师生各自有

各自的任务分工，教学任务的完成必须借助于双方良好

的合作和互动关系，即在明确各自的职责任务，充分承

担各自相应的责任和任务，以利于教学目标的达成。四

是建立兼顾师生的共同体评价机制。评价机制是重要的

制度导向。要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价机制，应从师生确定

的职责任务内容完成情况来设定评价标准，形成教学共

同体中有利于双方共同提高、共同进步的评价导向。 

4.充分发掘红色新闻文化的当代价值 

红色文化是一种坚定的信念文化和崇高的信仰文

化，是先进的文化形态，也是红色新闻文化形成发展的

重要基础。红色新闻文化是中共及其领导的政权在新闻

宣传和报刊出版中形成的先进新闻文化传统。红色新闻

文化一方面属于新闻史研究的范围，另一方面也涉及新

闻传播学科的各个具体领域。习近平曾指出：“中国革

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红色新闻文化不仅具有鲜明

的革命性，而且具有显著的时代性和历史延续性。当下，

要讲好中国故事，务必要讲清楚红色新闻的优秀历史文

化。加强新时代高校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必须坚持

历史思维，从中国共产党新闻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的综

合视角，概括提炼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不同历史时期

红色新闻文化原生态的思想精神，充分发掘红色新闻文

化的当代价值。 

5.全面提升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的时效性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这门课程具有很强的理论性，

在当前媒介格局、舆论生态急剧转型和新闻传播技术不

断升级发展的条件下，高校教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课程

的教师要继续深化理论体系建设，特别是从马克思的形

象和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新闻与政治的关系、

党的新闻思想、中国国情与问题意识、全球传播与文化

自信等五个方面[2]进行系统阐发，有效提高新闻传播学

科的理论影响力和传播效果。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应该全面提升马

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的时代感和时效性。首先，要坚持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课程与新闻传播专业的其他课程甚

至是“形势与政策”等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引导新

闻传播专业学生关注现实问题。问题是时代的声音。要

坚持问题导向，密切关注国内外时事热点，保持对时事

新闻的敏锐性，把新闻热点话题特别是重大新闻话题引

进课堂，激发学生的关注、讨论、争鸣和思考的积极性。

比如，笔者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课堂上，进行合理的

教学引导，在开学初将学生划分为若干个学习小组，每

次课前二十分钟都由专人轮流进行时事热点新闻分享

和评论，再鼓励其他学生进行点评，经常会形成激烈的

讨论和思维碰撞。还利用经典案例教学法将真实生动的

案例引入课堂，加强师生间的良性互动。[3]这有效提升

了学生的思维能力、言语表达能力和对现实的关注度，

进而增强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的实际效果。其次，

重视专业实践，切实践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专业实践

不仅包括学生的见习、实习和借助专业平台提升专业素

养，还包括加强学界与业界的互通有无，增强高校新闻

教育教学的实践性。笔者所在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

院高度重视实践教学，不仅全面推行本科生导师制，还

积极聘任业界领军人才担任学生的实务导师，指导学生

提升实践能力。同时，根据采、写、编、评、摄[4]五大

基本技能在院内建立了“新媒体运营”、“新闻摄影”等二

十多个工作坊，并在海南广播电视台、西藏广播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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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新华社以及德国新闻媒体广泛建立实践教学基

地，为学生专业实践提供广阔平台。同时，一方面积极

鼓励专业课教师到网信办、宣传部以及实务部门挂职锻

炼，另一方面邀请实务部门和一线的记者、编辑等走进

校园，指导学生的专业学习，进而提升教学实践的效果
[5]，在实践中切实践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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