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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icrofilm has increasingly become an effective carrier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excellent network culture. It discusses the cognizance mechanism of excellent microfilm included in 
scientific research achievement from three aspects, including cognizance standard, cognizance method and cognizance 
grade of excellent microfilm, and it will provide reference and guidance for the true realization of excellent microfilm 
included in scientific research achie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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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阐释了微电影作为优秀网络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日益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有效载体，从优秀微电

影的认定标准、认定方法和认定等级等三个方面探讨了优秀微电影纳入科研成果的认定机制，为真正实现优秀

微电影纳入科研成果提供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微电影，科研成果认定机制，认定标准，认定方法 
 

 

 

1.前言 

2015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

作的意见》。其中明确肯定了优秀网络文化在当前思

想政治教育中的积极作用。微电影作为优秀网络文化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其“微时长、微成本、微周

期”
[1]
的特点风生水起，以其“短小、精练、灵活”

[2]
的形式风靡于互联网，以其有声有像的电影情节深

受学生的关注、喜爱甚至追捧，并以星火燎原之势成

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有效载体。因此，基于思

想政治教育教师的科研成果统计和职务职称评聘体

系进行优秀微电影作品认定机制的研究也就提上了

日程。 

优秀微电影纳入科研成果的认定机制包括优秀

微电影的认定标准、认定方法和认定等级等三个方

面。 

2. 优秀微电影的认定标准 

根据微电影的自身特征和思想政治教育的信息

传播规律，从微电影的创意性、思想性、深刻性、现

实性和影响力等五个方面对优秀微电影进行评价。通

过设置评价体系的一级、二级指标，采用达标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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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申报的微电影进行综合评价。 

2.1. 创意性 

微电影的创意性是指作品中所具有的创造性意

识或创新性意识，它是一部微电影的灵魂。微电影是

“微型”的电影，是一种特殊的电影，它首先要具有

一般优秀电影所具备的基本特征才能够成为一部优

秀的微电影。对于一部电影来说，能否抓人眼球，能

否具有较高的上座率，创意是至关重要的。“微电影

的‘微’决定了它必须在极短时间内迅速抓住观众的

眼球，让观众有兴趣继续观看”
[3]
，因此，想要在有

限的时间内（几分钟到三五十分钟）运用电影的手法

感染观众、实现教育作用，这必然对微电影的创意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具体来说，一部优秀微电影的创意

性表现为：首先，要具有新颖性，就是在一部微电影

中体现了之前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想法，使观众眼

前一亮，倍感新鲜；其次，要具有独特性，就是这部

微电影不是抄袭的、也不是模仿的，而是独一无二、

不可替代的；最后，要具有回味性，就是一部微电影

在观看之后能够让观众印象深刻，回味无穷，念念不

忘，产生持久的影响力和广泛的传播性。因此，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者在微电影制作之初就要做好顶层设

计，牢牢把好创意关、选题关，注重微电影的新颖性、

独特性和回味性的紧密结合，达到既能吸引观众又能

传播思想政治教育的双重目的。 

采用定性评价的方法，对微电影的创意性进行评

价。把微电影的创意性设为优秀、良好、一般 3 个等

级。根据申报微电影的新颖性、独特性和回味性来评

价微电影的创意性。 

2.2. 思想性 

微电影的思想性是指作品中所表现出的政治倾

向和思想意义，它体现了一部微电影的政治立场。微

电影作品的传播“由于发布者特定的价值观和政治倾

向而带有意识形态的烙印，在传播过程中起着政治宣

传、价值批判、思想传播和行为影响等功能”
[4]
。因

此，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重要载体的微电影不仅是

一种艺术的传播方式，更加承载了党和国家进行政治

方向引领、意识形态培育等重要使命。因此，致力于

进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优秀微电影只有具备正

向的思想追求和崇高的价值取向，“促使其产生奋发

向上的激情和勇于向前的人生追求”
[5]
,才是具有优

秀的特质。当前，微电影的思想性具体表现为: 政治

立场鲜明、弘扬真善美、传播正能量、思想观点和价

值取向正确;阐释理论热点难点、厘清错误思潮、坚

定学生对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

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体现立德树人基本导向。 

采用定性评价的方法，对微电影的思想性进行评

价。把微电影的思想性设为优秀、良好、一般 3 个等

级。根据申报微电影的政治立场、思想的深度和广度

来评价微电影的思想性。 

2.3. 深刻性 

微电影的深刻性是指作品中所体现出的深层次

的哲学思考,它体现了一部微电影的内涵深度。微电

影的深刻性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让观众通过形象思

维的方式认识世界和解释世界，并在这一过程中启发

观众的认识和思考，并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

和方法论来解决自身的实际困难和理论需求。如果微

电影只是停留在表面现象，没有引发观众深层次的了

解和思考，没有提高人们的理性思维，那么它就缺乏

深刻性，也丧失了其所承载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和

使命。因此，优秀微电影要有理论深度，只有具备哲

理性、思辩性、启迪性的微电影，才具有优秀的特质。 

采用定性评价的方法，对微电影的深刻性进行评

价。把微电影的深刻性设为优秀、良好、一般 3 个等

级。根据申报微电影的哲理性、思辩性和启迪性的深

刻程度来评价微电影的深刻性。 

2.4. 现实性 

微电影的现实性是指作品中所体现出的对世界、

社会和人类自身现实问题的理性思考和深厚情感,它

体现了一部微电影的应用价值。承载了思想政治教育

功能和使命的微电影必须要实现教化的功能，而单纯

教化的微电影必然无法吸引观众的关注，从而使微电

影失去生机和意义。因此，微电影必须要满足观众的

现实需求，这样观众才能够积极主动融入微电影，微

电影也才能够潜移默化地教化观众。当前，微电影的

现实性具体表现为: 首先，要具有社会性，就是微电

影要密切关注社会生活和现实人生并给予理性思考

和深层关怀，歌颂光明、鞭挞丑恶、弘扬正气、彰显

正义，担当起社会责任；其次，要具有时效性，就是

微电影要紧密关注并迅速捕捉国家热点事件、社会焦

点问题和百姓热点话题，从而引发观众对当下现实问

题的关注与思考；最后，要具有需求性，就是微电影

要以观众的需求为出发点，帮助学生解决在学习、生

活等现实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和困惑，从而增强观众的

代入感，达到教育效果。因此，只有具备社会性、时

效性和需求性的微电影才能直达观众内心，产生情感

共鸣，实现教育功能和价值。 

采用定性评价的方法，对微电影的现实性进行评

价。把微电影的现实性设为优秀、良好、一般 3 个等

级。根据申报微电影的社会性、时效性和需求性来评

价微电影的现实性。 

2.5. 影响力 

微电影的影响力指作品对观众的思想或行动所

起作用的程度。微电影影响力的大小取决于它的观众

观影规模和观众对微电影的反馈。观众观影规模是指

观看微电影的观众数量。“微电影好与差的评判标准

很大程度由点击率说了算”
[6]
,微电影的点击量越高、

浏览次数越多，表明其观众数量越大、传播范围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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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越多观众潜在地接受微电影的价值影响也就越

大，微电影的影响力也越大。因此，微电影的影响力

与其观众观影规模呈正向相关性。观众对微电影的反

馈是指观众观看微电影之后对微电影的反映。微电影

的传播属于群体传播模式，其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也取

决于观众的评论、收藏和转载。网络的交互性特征，

使得微电影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获得观众的

直接评论，评论次数越多，表明该作品的吸引力越大，

知名度越高，社会影响力也就越大。此外，收藏和转

载次数也直接表明微电影的被认可程度和社会价值。

微电影被收藏和被转载的次数越多，表明这一作品受

到越多关注，传播范围也越广，那么它的思想政治教

育影响力也就越大。因此，评论、收藏和转载次数都

是衡量微电影影响力的重要量化指标。 

目前，微电影的浏览数量、评论数量、收藏和转

载数量都是可以通过网络技术直接获取的，因此，可

以通过考量点击量来考查观众的规模; 通过考量评

论、收藏和转载数量来考查观众的反馈。此外，微电

影的转化应用情况，也在较大程度上反映出微电影的

影响力。可把微电影的成果转化情况(如获取奖励情

况、转载平台情况)纳入认定体系中作为参考，以此

综合评价微电影的影响力。 

采用定量评价的方法对微电影的影响力进行评

价。分别按照微电影的点击数量、评论数量、收藏和

转载数量和成果转化情况进行优秀、良好、一般 3 个

等级的划分。考核工作组可根据具体情况进行数量范

围设置来评价申报微电影的影响力。优秀微电影认定

体系如表 1 所示。 

表 1  优秀微电影认定体系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认定标准 

创意

性 A 

新颖性 A1 
创意新颖、抓人眼球、使人倍

感新鲜 

独特性 A2 
思路清晰、创意独一无二、不

可替代 

回味性 A3 
故事生动丰富、让人印象深刻、

回味无穷 

思想

性 B 

政治立场

B1 

政治立场鲜明、弘扬真善美、

传播正能量、思想观点和价值

取向正确 

思想深度

和广度 B2 

阐释理论热点难点、厘清错误

思潮、充分发挥理论的先导作

用 

深刻

性 C 

哲理性 C1 
内涵丰富、哲理深刻、说理透

彻、引发人们深层次的思考 

思辩性 C2 
提高人们的理性思维和对善

恶、真假、美丑的分辨能力 

启迪性 C3 
启发人们的认识和思考，帮助

人们解决困惑和问题 

现实

性 D 
社会性 D1 

关注社会生活和现实人生并给

予理性思考和深层关怀 

时效性 D2 
迅速捕捉国家热点事件、社会

焦点问题和百姓热点话题 

需求性 D3 
以观众需求为出发点，帮助解

决实际问题和困惑 

影响

力 E 

点击数量

E1 
达到 10000 次/年 

评论数量

E2 
达到 1000 次/年 

收藏和转

载数量 E3 
达到 1000 次/年 

成果转化

情况 E4 
获取奖励、转载平台情况 

3.优秀微电影的认定方法 

根据上述优秀微电影的认定标准，着眼于客观、

公正、权威和操作便捷的原则，采取网络学生评审和

专家最终评审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优秀微电影的认定，

确定该网络作品是否满足优秀标准。 

3.1.小组初审 

由审评小组对上交作品是否符合申报条件的基

本要求进行审查，经审核合格的作品将统一上传至官

网进行展示。 

3.2.学生初评 

（1）邀请校内不同学院、不同专业、不同年级

不少于 100 名学生组成初评小组，对上传至官网的微

电影作品通过网站进行匿名投票评定。 

（2）学生评委依据评定标准，对申报的微电影

作品进行独立评价。依据微电影的具体情况，给予“优

秀”、“良好”、“一般”的等级评价。评定结果中，

有 2 /3 以上学生给予“一般”等级评价的作品将止

步于初评，即无权进入专家终评。 

3.3.专家终评 

(1) 邀请不少于 5 名的高校宣传思想工作领域

中的专家，组成专家小组，对经过学生初评的微电影

进行最终认定。 

(2)专家小组成员依据评定标准，对微电影进行

独立评价。对于达到二级指标要求标准的项目给予

“优秀”等级。对于尚未达到优秀标准的二级指标项

目，可依据微电影具体情况，给予“良好”或“一般”

的等级评价。每项二级指标只要有 2 /3 以上专家给

予“优秀”，该指标即可定为优秀，其他情况可协商

确定。 

3.4.优秀微电影的认定 

按照优秀微电影认定体系 15 个二级指标的认定

标准，二级指标转化情况为“优秀”等级的申报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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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其二级指标为“优秀”等级的个数达到 10 个，

且无“一般”等级，即可认定为“优秀微电影”。对

于二级指标转化情况为非“优秀”等级的申报作品，

其二级指标达到“优秀”等级的个数须为 12 个，且

无“一般”等级，方可认定为“优秀微电影”。 

4.优秀微电影的认定等级 

微电影作品获取奖励情况是认定网络作品优秀

性的一个客观评价指标，可纳入科研成果的等级确认

体系。依据目前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国家互联网

信息办公室网络社会工作局开展的“全国高校网络宣

传思想教育优秀作品评选”活动或省级相关评选活动

的结果，进行优秀微电影纳入科研成果的等级确认。

在“全国高校网络宣传思想教育优秀作品评选”活动

中被评为“优秀微电影”一等奖的作品，可视为发表

在中文核心期刊上的文章，认定为省(部) 级科研成

果; 在“全国高校网络宣传思想教育优秀作品评选”

活动中被评为二、三等奖或在省级相关评选活动中被

评为一等奖的“优秀微电影”，可确认为省级行业科

研成果。 

微电影作品转载平台情况也是认定网络作品优

秀性的一个客观评价指标，可纳入科研成果的等级确

认体系。作品的转载平台按归属机构可以分为两种情

况：一级媒体：国家级权威主流电视、网络媒体；教

育系统中有全国性影响力的电视、网络媒体；国际主

流电视、网络媒体。被转载在一级媒体的微电影作品，

可视为发表在中文核心期刊上的文章，认定为省(部) 

级科研成果。 二级媒体：省级主流电视、网络媒体

（包括中央级网络媒体地方频道）。被转载在二级媒

体的微电影作品，可视为省级行业科研成果。  

5. 结论 

构建起优秀微电影纳入科研成果的认定标准、认

定方法和认定等级等认定机制，是真正实现把优秀微

电影纳入科研成果的基础条件，必将对优秀微电影的

不断发展提供重要保障，也必将对思想政治教育教师

的科研成果统计和职务职称评聘体系起到极大的促

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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