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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蕴含的高校思政资源的梳理与运用
王寿斌

（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摘 要：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肆虐中华大地，给我国人民的生产、生活直至生命安全带来了重大损害。

党中央率领全国人民上下一心，众志成城，英勇抗疫，谱写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篇章，取得了抗疫工作的决定性胜

利。疫情防控期间，各类信息瞬间爆发，且呈几何级数与日俱增，成为高校思政工作的重要素材和教育载体。梳理和

甄别由新冠疫情衍生的各种信息，提炼和融汇其中的思政元素，并将其应用于高校思政工作的实践，对于创新开展高

校思政工作，切实提高思政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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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nd Application 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Resources Contained
in the COVID-19 Epidemic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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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sudden outbreak of "COVID-19" wreaked havoc on China, causing great damage to Chinese people's production,

life and life safety.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led the people of the whole country in fighting the

epidemic with one heart and one mind. During the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period, all kinds of information broke out in an in-

stant and increased exponentially, becoming an important material and educational carrier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in colleg-

es and universities.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both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the pertinence and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

cal and political work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analyze and screen all kinds of information derived for COVID-19, refine and in-

tegr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and apply them to the practi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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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2 月开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在

我国的湖北省武汉市突如其来地瞬间爆发。为了防

止疫情扩散，尽快彻底切断“新冠肺炎”在人际之

间传播，尤其是阻断“超级传播者”的出现和流

动，保护全国人民的生命安全，党中央和国务院果

断决策，于 1月 23日下达武汉“封城”命令[1]，并

要求全国民众“宅家抗疫”。随后，党中央从全国

各地火速调集大批医护人员、科研团队，直至军队

官兵驰援武汉，并在最短的时间内建设火神山、雷

神山方舱医院，动员全国各地职业院校助力企业紧

急生产医疗和防护物资支援抗疫一线[2]。经过长达

76天的英勇奋战，全国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武汉市

于 4月 8日解除离汉离鄂通道管控措施，全国各地

复工复产有序展开。

常言道，灾难像一面照妖镜，既能照出顶天立

地的英雄，也能照出卑鄙阴暗的小人，照出魑魅魍

魉们的原形。疫情防御期间，来自全国各地、各行

各业与疫情相关的各种信息瞬间爆发，且呈几何级

数增长。这些疫情信息种类繁多，良莠不齐，真假

难辩，善恶难分，对错未知，其中有正能量的承

载，也有负面信息的传递。如何梳理分析和有效利

用这些信息，趋利避害，让其成为高校育人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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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材，是广大教育工作者迫切需要研究的重要

课题。

一、疫情信息的来源与分类

“新冠肺炎”疫情信息，不仅数量庞大，覆盖

面甚广，而且在短时期内集中爆发，令人真伪难

辩。同时，信息渠道多元，且持续不断，令人应接

不暇。尤其是随着疫情的不断变化，信息的内容也

是瞬息万变，且经常出现反复，令人无所适从。所

以，要想有效甄别这些信息，就必须对这些信息的

“生产源头”和种类划分进行系统梳理，以去粗取

精，去伪存真。

（一）五花八门的信息生产者

1.主流媒体的常规播报。公众心目中的主流媒

体，一是“国”字头，二是官方“号”，三是电视

“屏”，四是党报“声”。对于广大党员来说，另一

个最主要的信息渠道则是“学习强国”。这些主流

媒体，也是各类媒体中的主流，在“新冠肺炎”疫

情的常规播报和病毒防御知识的普及中发挥了至关

重要的作用。

2.地方政府的工作动态。疫情爆发初期，关于“新

冠肺炎”的各类信息大都以主流媒体发声为主，地

方媒体侧重于信息的转发和整合，以扩大信息的传

播面和影响力。及至中央对“新冠肺炎”的防治确

定了统一策略，规定了逐级日报制度，尤其是后来

落实了“分级分区”防疫负责制以后，各级地方政

府的疫情信息发布的主渠道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3.专家学者的猜测判断。疫情期间，高福等医

学专家饱受公众责疑，而以钟南山院士、李兰娟

院士为代表的权威专家则广受民众欢迎和拥戴，

充分体现了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爆发的非常时期，

人民对于医学知识的渴望。与此同时，许多人文

社科领域的专家学者，则对社会管理的绩效、疫

情爆发的社会机理、病毒防御的社区策略等提出

建议，奉献智慧。

4.自由媒体的主动参与。伴随着疫情变化的此

起彼伏，各类自媒体亦不甘寂寞，纷纷不请自来积

极参与其中。与主流媒体的严谨、严肃不同，绝大

多数的自媒体均以“吸粉”“提流”为目的，在时

间的把握上以“蹭热点”为主，在内容的推送上以

“吸眼球”为主，在观点的站位上则以“引辩论”

“促营销”为主，成为疫情期间不可忽视的重要信

息源。

（二）琳琅满目的疫情信息库

疫情的反复无常和大面积传播，决定了疫情信

息种类繁多，数量巨大。

1.疫情通报类。此类信息的特点是及时、准

确、完整、连续、统一。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收集、汇总、梳理、

研判全国疫情信息，第一时间向全国发布“累计确

诊”“当日新增”“新增出院”“新增死亡”等数

据，研判疫情基本走势，对全国疫情防控工作进行

科学指挥。

2.病毒防御类。新冠病毒凶猛，治疗尚无特效

药物，防御传染成为首选。国家要求全民居家隔

离，旨在通过“禁止流动”来减少和杜绝人与人之

间的传播。为此，疫情期间关于病毒防御类的信息

铺天盖地。既因民间力量无穷、人才资源丰富而做

得周到细致、琳琅满目，最大程度地满足受众需

求；又因有机可乘、有热可蹭，被不法分子利用而

导致良莠不齐、鱼龙混杂。

3.经验推广类。“新冠肺炎”疫情在我国史无前

例，如何科学防治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因此

及时的探讨和交流就显得非常重要。疫情期间，科

学家们对疫情的认识和研判也是从未知到可知，逐

步深入；全国范围内的全民隔离，也是前所未有的

事，各种各样的问题纷至沓来。为此，在众多的疫

情信息中，社区工作经验推广、城市区域决策、医

院有效防护等信息数量较多，传播也最广。

4.讨论辩论类。

“新冠肺炎”疫情的捉摸不定，激发起许多专

家学者的探索欲望，相关话题不断推陈出新。从

“零号病人”的寻找、人传人的实证，到粪口传播

的概念，再到潜伏期究竟多长、要不要封路等等，

不一而足。有人文学者甚至翻出千年历史资料，以

春节期间燃放鞭炮释放的硫化气体能够杀菌消毒，

来责疑城市烟花“禁放令”，引发广泛论辩。

5.警示教育类。“新冠肺炎”疫情来势凶猛，且

变化多端，染病后果严重，因而来自政府层面的警

示宣传和来自民间的友情提醒被争相推送。同时，

由于全民居家隔离、处处封路封楼等工作牵一发而

动全身，严重影响正常生活，因而不服者甚众。为

了达到不折不扣令行禁止，各个层面的各种禁令也

纷纷出台，少数有违公德者的现场视频被亮相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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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各种谣言被扒皮揭穿，给枯燥宅居的人们带来

生动的教育。

6.风花雪月类。长期居家的寂寞无聊和来自各

行各业的感动，不断激荡大众的创作灵感，各种以

感动、加油、奉献、悲伤、提醒、分享、人生感悟

等为主题的诗歌、散文、图片、视频等快速出现在

人们的手机屏幕上，抒发了情感，表达了关爱，传

递了温暖。与此同时，疫情期间也出现了极少数善

于投机钻营者，创作了一些露骨歌颂本单位或上级

领导的诗文，被网友讥讽为“疫情下花式拍马屁诗

人”。基于这些群体的衬托，成千上万勇于“逆

行”的医护人员的形象更高大、事迹更感人。

7.资源推送类。党中央举全国之力“驰援”武

汉，使“疫源”处于可控之中。随着武汉医护资源

紧缺的信息发出，五湖四海、四面八方、海内海外

的“驰援”蜂拥而至，突击加班、转型生产、满城

扫货、飞机运输、韩红募捐、医生驿站、康复护士

返岗、女医生骑行 300公里回武汉等一系列与疫情

“资源”相关的信息，连续不断地被推送出来。

8.商业广告类。有潜在市场的地方就会有商业

广告。全国人民长时间宅家隔离，除了吃喝睡玩之

外，刷手机、看电视肯定必不可少，这是千载难逢

的注意力经济爆发时期。除了与超市抢购、口罩供

应等与疫情相关的广告外，更有许多商家通过转发

疫情信息、推送防疫知识、曝光公德丑闻等方式

“夹带”各类商业信息。

二、“新冠肺炎”疫情信息承载着宝贵
的思政元素

常言道，疫情堪称教科书，灾难就像照妖镜。

疫情既能照出妖魔鬼怪、彰显世态炎凉，更能把这

场看不见硝烟的疫战中，那些看似平常的举手之

劳、看似普通的理所应当、看似温尔含蓄的一颦一

笑，雕塑成温暖人心的熊熊烈火和催人奋进的万丈

光芒，成为我们凝炼素养、净化灵魂、提升正气、

坚守初心、勇担使命的思政宝典和精神食粮。

（一）政府决策彰显制度优势。没有比较就没

有伤害。作为拥有14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我国能

在较短时间内有效控制疫情，保障了人民基本生

活。而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却活生生地把天

祸变成了人灾，因指挥不力致使疫情失控，数千万

人确诊感染，数百万人失去生命。国家制度的优

势，在此次疫情防控中得到充分彰显，成为弘扬爱

国主义最生动、最鲜活的现实教材。

（二）英雄人物弘扬一身正气。84岁高龄的钟

南山院士临危受命冲锋在前，奔走于疫情防控一

线；90后武汉女孩肖雅星自发联合300多家酒店创

建“武汉医护酒店支援联盟” “医生驿站”，为武

汉“封城”后近万名一线医务人员免费提供住宿；

身穿纸尿裤坚守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寒夜坚守道

路检查奋战在防疫一线的民警辅警；挨家挨户排

查、按时按点回访的社区工作者；不顾个人安危持

续消毒清洗，甘做无名英雄的环卫工人；放弃休假

招之即来，连轴高强度加班生产防护用品的企业员

工；十万火急赶建火神山雷神山医院的建设大军；

一方有难八方慷慨支援的国际友人；火速抢购，将

救灾防疫物资堆满飞机座位的澳洲华侨……无论是

不胜枚举的个人英雄，还是无法穷列的勇士群英，

都是时代的楷模，历史的功臣，人民的救星。

（三） 友善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疫情爆发以

后，中国与世界各国在抗击疫情的斗争中风雨同行

同舟共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与外方领导人通电

话，并分别会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和柬埔

寨首相洪森，向全世界明确传递了战胜疫情的强大

决心、坚定信心和尽责态度。国外疫情爆发和失控

后，中国政府又尽己所能地伸出援手，积极开展全

球化时代的疫情防控国际合作，彰显大国担当和全

球化共识。疫情使人类深刻认识到，疫情无国界，

抗疫须同心，只有缔结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最终

战胜疫情。

（四）疫情教训呼唤治理反思。战胜“新冠肺

炎”疫情，终显国力强大、党之英明、民之团结。

但瑜不掩瑕，征服疫情也让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

价，其中的教训值得深刻反思。2月23日，中国科

学院主管的《中国科学：生命科学》杂志在线发表

了由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国强牵头的上海交通大学医

学院团队撰写的专题评述论文《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疫情下的思考》，从我国公共卫生防控体系、应急

响应机制、科技创新、医疗供给与储备等十大方面

的问题进行系统梳理,并在此基础上着重就加强公共

卫生和疾病防控体系、完善应急防控体系、提高政

府治理能力和公民知 识普及力度、构建相关法律法

规体系以及国家生物安全体系等提出相关建议[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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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疫情衍生的思政资源助力高校育人
创新

疫情就是教科书。充分利用“新冠肺炎”重大

疫情这一特殊时期、特殊情境，积极开展大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既是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客观需要，

也是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针对性和亲和力的有

利契机[4]。疫情错综复杂，如何通过丰富多彩的活

动形式，将疫情衍生出来的思政资源有效用于高校

育人，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众志成城共战疫情的壮

丽凯歌，变成生动鲜活的爱党和爱国主义教育实践

教材，使全民防控疫情过程中出现的哄抬物价、兜

售假货（口罩）、隐瞒病情、暴力侵医等乱相成为

警示教育的反面典型，不仅考验着思政工作者的教

育智慧，也检视着高校育人的专业水准。

（一）组织选题讨论。讨论的字面意思，是许

多人就某一件事情站在不同角度、立场，或用不同

的方法，来表明自己的见解，以求形成一个相互认

可的共识。一般地，人们大多习惯于通过讨论来得

出结论，但我们也可以尝试通过对已知结论的倒推

与假设，来证明结论的正确与科学。譬如说，在此

次“新冠肺炎”重大疫情的防控中，“封城封路”

“居家隔离”普遍被认为是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的科

学决策，是体现党和政府一流治理能力的一个重要

方面。但在政策执行初始，也有许多人不以为然或

不予配合，生出了许多曲折。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

此项政策的科学性与必要性，为了加强对这一政策

的理解，我们可以将此作为一个选题组织一次讨

论：如果我们没有强制隔离，如果武汉没有及时封

城，如果我们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打了折扣，那会

是什么样的结果?类似的选题，在疫情防控中还有

许多，可以选作大学生思政教育的素材。

（二）开展话题辩论。辩论，是青年大学生比

较喜欢的一种交流和学习方式。通过辩论，可让事

理越辩越明，让认识越辩越深。辩论既能培养人的

思维能力，又能提高人的认识水平。辩论双方各执

一种观点，虽然未必一定赞成，但却竭尽全力、引

经据典、想方设法保全自己的立场，让自己的观点

颠覆对方的观点。此次疫情防控中，看上去似是而

非、说起来模棱两可、论起来有对有错的事情常有

出现，在民众心里有不同的看法，就是大学生们也

常各执己见，需要通过辩论来澄清和统一认识。比

如，在处理“封城”的问题上，对待特殊人员应否

网开一面，阻断疫情与保障生活的尺度如何把握；

特殊救急时期，研发与使用治疗用药和疫苗，能不

能适当缩短临床试用期；疫期短缺资源的哄抬物价

与保障供给，利弊如何看待；适时发布疫情与及时

发表研究论文孰轻孰重，等等。由于此类话题较

多，可以由老师指定辩题，也可以让学生自己选题

辩论。

（三）举办主题演讲。与话题辩论相比，辩论

更看重双方的针锋相对、刀来剑挡，强调及时反应

与“对症下药”、有的放矢。而演讲则由单人完

成，更强调围绕主题、靶向中心，通过严谨的推

导、严密的论证和丰沛的情感渗入，让受众认同其

观点，受到其感染，进而达到提升思想境界、统一

思想认识和遏恶扬善、弘扬正气的目的。疫情防治

过程中的此类主题非常丰富，如“致敬逆行的勇

士”“礼赞忠于职守的平凡”“历史将记住你的卑

微”“抗疫没有国界”“山川异域 日月同天”“岁月

静好，因为有你负重前行”“疫情当下，谁是最可

‘恶’的人”“重塑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学校可

以围绕某一个（或许多个）主题，集中组织系列演

讲，或以集中展示的形式扩大宣传效应，或以比赛

的形式调动激情。活动结束，还可以辑集成册，或

继续以图文并茂的新媒体形式进行广泛推送，进一

步扩大主题教育的影响。

（四）部署课题研究。抗疫过程中，我们遇到

过许多困难，经历了许多曲折，甚至有许多问题至

今仍未得到彻底解决。课题研究正是基于“问题”

的一种系统性很强、目的性非常明确的探索。疫情

过后，我们深入开展相关课题研究，一方面可以组

织高校特有的人才资源，助力对未知领域的探究，

增强爱国主义情操；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梳理疫情

防治过程中的失误，总结经验教训，为完善国家治

理体系，特别是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现代化建设做出

贡献；同时，还可以通过对疫情的反思，引导当代

大学生对于“经济全球化”“人类命运共同体”“人

与自然和谐相处”“公共道德建设”“爱国主义”

“生存与生命教育”“在线教育创新”“社区管理智

能化”等课题的研究兴趣，培养其成为有理想、有

责任、有担当、有道德的时代青年。

（五）策划专题讲座。大学生有幸成为“新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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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炎”疫情防治的亲历者，切身感受到了抗击疫情

的悲壮与鼓舞，这将是他们终身受益的宝贵财富。

然而，由于疫情复杂多变，各个社会个体只能接收

碎片化、局部化、甚至片面化信息，不能看到全

貌、洞察全局，加之受到社会阅历和认知水平的局

限，大学生们对整个疫情的认识，乃至由此对社

会、对治理、对经济、对国际形势的认识，都存在

很大的局限性，迫切需要有人总结梳理、指点迷

津。学校可以邀请经验丰富的专家学者到校举办专

题讲座，比如，国家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略

决策，坚持抗疫与复工复产两不误的科学决策，抗

疫期间国家统筹应对国际干扰的策略，等等，以让

学生们开阔视野、拓展思维、增长见识、凝聚共

识。在与讲座专家的互动过程中，学生通过发表不

同见解，可以在辨析中加深认识。

（六）安排实践体验。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

此事要躬行。无论是讨论、讲座，还是课题研究，

都有不能切身体悟的局限。为此，组织大学生参与

实践体验，对于提高认识、加深感悟显得非常重要

和必要。比如说，组织尚未复学的大学生通过网络

为复产企业解决技术研发难题，或作为一名顶岗实

习的员工直接参与企业复工复产[5]；组织大学生到

社区帮助因防疫隔离而出现生活困难的孤寡老人、

弱势群体；引导学生结对帮助在疫情中失去父母的

孩子；组织学生参与相关隔离点的恢复工作；组织

学生组建疫后心理疏导志愿队，等等。实践体验结

束，学校还可以组织学生及时进行总结，或形成文

字材料，或进行大会分享，特别重大或优秀的经验

成果还可以申报相关研究课题。

（七）设计社会调查。实践体验讲究参与性和

沉浸式，而社会调查的重点是则探索与研究，由调

查者通过亲见亲历亲为而得出结论，受到教育。全

民抗击“新冠”疫情是国家在非常情况下通过政

令，对全国人民的社会生产、生活、工作、娱乐按

下“暂停键”。这种紧急“暂停”不仅在短时间内

会引起许多“不适”，还会在很长时期内牵一发而

动全身地影响社会的各行各业。由疫情引发的许多

社会问题，迫切需要我们去调查了解、去分析总

结，甚至去帮助解决。作为大学生步入社会前的重

要实践，针对疫情的社会调查，是自我锻炼、自我

教育、自我提升的大好契机。调查的课题可以包括

疫情防控中的舆情演化、疫情防控下的弱势群体、

疫情会给社会带来哪些蝴蝶效应、中外“新冠肺

炎”疫情防治的比较、社区治理中的心理防御、宅

家防疫对家庭教育（家庭关系）的影响、疫情形势

下在线教育的未来走向，等等。

综上，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

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

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6]。抗疫工作艰

难曲折，历经千辛万苦，许多同志为抗疫工作做出

了无私奉献，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各行各业涌

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此次抗疫过程中，

不管是教训还是经验，不管是喜悦还是悲伤，不管

是褒赞还是质疑，都是我们难得的思政教育素材。

各地高校应当及时对疫情信息进行系统梳理，提炼

蕴含其中的“思政元素”，倍加珍惜“新冠肺炎”

疫情衍生出来的“思政资源”，积极创新工作，组

织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注重实效的大学生教育活

动，助力他们成为“有理想、有追求，有担当、有

作为，有品质、有修养”的“六有”大学生[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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