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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but als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our country. In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through the use of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 achieve a good educational effect. 

Therefore, this paper on the use of this network of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latform, construction are analyzed and discussed 

and innovation of method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hope that through this study, to further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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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也相应促进了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在其中的教育教学发展过程中，通过运用现代科学

技术，实现了良好的教育效果。因此，本文主要对运用网络这一现代科学技术平台，对新形式下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构建与创新进行

了分析和探讨，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能够进一步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拓展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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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实施的要求 

1.1  创新要求 

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人对人的教育方式，而网络思

想政治教育是通过人机的交互，来实现人与人的交流互动。

虽然目的都是一样的，但是教育形式却不同，网络思想政

治教育不能在依照传统的教育方法的形式和内容按部就班

的进行，要根据网络的基本特征对教育形式以及运行体制

进行创新，也就是说，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对教育形式

的创新有着一定的要求。具体的创新要求主要体现几方面：

教育内容的创新，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感染力、可读性

以及生动性，这样才能顺利展开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教育

载体的创新，完全将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转变到网络上，

并利用网络技术来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教育过程的

创新，抛弃了传统的不平等教育关系，通过建立网络沟通

平台，并实现平等的沟通方式和疏通引导的形式，来提高

思想政治教育的效率等。以上所提到的都是网络思想政治

教育方法构建和创新提出的要求，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发

现新问题，才能积极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形势[1]。 

1.2  适用性、灵活性、适时性的要求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网络技术也有了更大进步，

其技术的多样性也极难掌握，在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时，

需要有效的抓住网络技术的各种特征，这样才能有效的进

行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构建和创新[2]。首先，网络的

先进技术已经突破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接受范围，当然，

也没有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面对面的真实性和直接性，更

是缺乏管理制度以及行政手段的约束性，因此，在进行网

络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构建和创新时，应做到适用性，这

样才能体现出网络的技术价值。其次，网络教育的主体过

于模糊，而且教育内容也更注重形式的表现，而教育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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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存在很多不确定性的因素，网络环境表现出极其复杂的

多元化，因此，在网络环境下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应

加强其灵活性，这样才能更好的适应网络环境。再次，在

进行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构建和创新的过程中，还应

该把握适时性的要求，及时的进行教育方法的创新，才能

够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 

2．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构建与创新 

2.1  以人为本的构建理念 

网络环境具有开放性，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充分利用网

络的开放性作为传递教育内容的载体，并通过网络的及时

性，将信息快速、有效的利用网络的媒介进行有效的思想

政治教育，网络的教育环境虽然表面上是人机交换的符号

性教育，但是，网络载体教育却是由人来操控的，也就是

说，人机交互的符号性教育实质上就是人与人的交流教育，

因此，从客观性质来说，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还是进行以人

为本的教育，这也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构建的主要理

念。从网络上体现出思想政治教育的亲和力、人性化、凝

聚力、主体化、影响力等，从而充分发挥人文教育的主体

性，进而通过对学生开展有效的教育，促进学生的良好发

展[3]。 

2.2  构建网络信息的过滤关 

网络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环境，要通过网络进行良好的

思想政治教育，构建网络信息的过滤关。网络的匿名化、

虚拟化使得网络信息的虚假化更为严重，甚至高出传统的

媒体，而这些虚假化的信息势必会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一

定的影响，甚至影响受教育者的健康思想。再加上网络思

想政治教育资源的良莠不齐以及复杂多元化等特征，急需

对网络信息进行严格的过滤。首先，要对信息的入口和出

口建立良好的联系，入口信息正确，才能保证出口信息的

准确，这也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构建网络信息过滤关的第

一个重要环节。要密切的关注网络上的动态信息，并对信

息内容进行全面的理解以及跟踪，达到观看网络了解现实、

看着假象推理真相、分析现状预测走势、透过现象追溯本

质等能力，有效的掌握网络发展趋势，将有害的信息及时

剔除，做到去伪存真、去俗留雅的过滤原则，通过加强对

网络信息的管理来提高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效率[4]。 

2.3  加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创新的主动性 

态度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关键，只有摆正态度才能

把握好思想教育的规律，因此，要将此作为出发点对网络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进行创新。首先，要抓住时机、采取策

略来确定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方向。因为网络是一个复杂

性、开放想、动态性、即时性的环境，必须看准网络上复

杂多变的形势，才能对这种复杂多样的形式制定相应的策

略；其次在当前各种思潮的影响下，尤其是在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西方普世价值观以及其它一些价值观念的冲击

下，更应该加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积极主动性，这

样才能有效的把握教育时机，摆正主体态度，有效地在网

络上渗透思想政治教育[5]。 

2.4  构建互动共进、疏通引导平等的网络教育平台 

思想政治教育要本着平等性的教育原则，才能更有效

的展开思想政治教育，即便是网络环境下也是如此。首先，

要构建一个平等互动的网络教育平台，然后再通过平等的

方式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交流工作，并在多层次、多多领

域、超文本、多媒体等形式之下进行信息的疏通引导，使

教育对象与教育者形成情感、思想的共鸣。其次，网络思

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构建，要以平等性作为基本要素，再进

行形式上的互动，通过一些有效的互动手段来引导教育者

认识主客体的关系，并对教育者进行有效的疏通，以此来

实现良好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2.5  以网络的技术性作为创新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网络不仅拥有以上所提到的一些特点，同时它本身的

技术性对思想政治教育也有着重大的作用，而网络的技术

性也是构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运行机制的实现基础，更是

支撑教育发展的重要工具，因此，在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方法进行构建和创新的过程中，应充分发挥出网络的技术

性，可以通过先进的技术作为文化传播的载体，这样才能

与西方意识形态和网络文化进行相互的抗衡作用，才能有

效的传播我国的先进文化思想，从而巩固我国思想政治教

育的主流意识形态。从网络思想政治的环境营造和载体发

展的方面上来看，实现教育方法要依靠网络的优化性以及

技术的先行性，通过建设技术保障的机制以及对网络健康

防御的技术，才能有效的发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6]。 

3．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构建与创新的重要意义 

3.1  有助于增强教育的计划性和针对性 

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也相应的促进了教

育工作的发展，在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通

过利用网络作为教育的平台，并且对该种方法采取有效的

措施进行构建和创新有助于增强教育的计划性和针对性。

由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就是具有很多

的灵活性和快捷性，进而规避了时间上和空间上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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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可以随时随地对学生开展相应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不断的增强教育的计划性和针对性，学生在教师有效的教

育中，能够实现良好的学习效果，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也

会逐渐的提高。 

3.2  促进教育过程的反馈 

教师通过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构建和创新，能够

促进教育过程的反馈。教师通过利用互联网的优势，能够

及时的将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全面的把握，了解学生的思

想状况，并且教师通过了解学生的情况，有助于及时的发

现学生思想上的问题，积极的查找原因，采取有效的措施

进行解决，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做到了对学生的情况全方

位的把握，能够及时的得到相应的反馈信息，进而通过对

反馈信息的有效分析，及时的调整教育计划，创新教育方

法，有助于促进学生思想上的进步和学生的良好发展。 

3.3  不断满足学生的需求 

    教师通过进行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构建和创新，

还能够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由于社会在不断的发展和变

化中的，学生的思想受到社会的影响也在不断的发展和变

化，如果教师一成不变的沿用传统的教育方法，将无法满

足学生的学习需求，相应的也收不到良好的教育效果。因

此，教师通过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进行教育理念的不

断创新和教学内容的不断更新，并在此过程中，结合学生

的实际需求和兴趣爱好，以及学生的思想道德状况等进行

有效的针对性教育。这不仅能够不断的满足学生的学习需

求，也能对学生积极的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学生才能

够积极的配合，完成教师布置的任务，并且在完成任务的

过程中，不断的提高自身的思想道德素质，促进学生的长

远发展，为自身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好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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