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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微文化”主要是指随着现代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依托网络技术而在短时间内即可以传播的，体现

个人互联网特质的个体信息获取和传播的媒介方式。微文化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机遇和挑战。积极利用微文

化，充分发挥其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才能不断推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取得进一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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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icro-culture mainly refers to the means of reflecting acquiring and disseminating individual information abou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ersonal Internet, which can be transmitted in a short time depending on network technology with the rapid develop-

ment of modern Internet technology Micro-culture has brought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It is important to take advantage of micro culture and make full use of the fun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o as

to push forward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in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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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时代诞生了很多以“微”字著称的文化

形态，微文化就是其衍生出来的新的文化样式。正

如陶东风所说的，“今天，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名

副其实的‘微时代’。微博、微信、微贷、微电

影、微小说、微媒体、微广告、微支付、微管理、

微投资……所有这些以去中心化、碎片化、零散

化、即时化为特征的新兴文化形态、传播方式乃至

经济活动形态、生活形态，已经在潜移默化中重新

定义了我们的生活。”[1]

“微文化”主要是指随着现代互联网技术的迅速

发展，依托网络技术而在短时间内即可以传播的，

体现个人互联网特质的个体信息获取和传播的媒介

方式。如以微信、微博、微电影、微支付、微公益

等以“微”字开头的新概念为主要内容的网络文

化。微文化是一种衍生于新媒体时代的新的文化形

态，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人们的价值理念和生活方

式。深受年轻人喜欢的微文化，自产生以来便对人

们特别是青少年学生生活的方方面面带来了深刻的

变革。尤其是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日臻完善和新媒

介形式的多样化发展，微文化不断深入他们的精神

领域，对大学生的价值认知、判断和审美品位等方

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很多高校利用微文化的优势

来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同时由于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手段的依赖和教育主

客体自身素质的局限，微文化也给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带来了挑战。在此背景下，研究微文化对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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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以及如何利用微文化加强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是当下迫切需要关注的课题。

一、微文化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
机遇

（一）提供师生自主交流的平台，促进了思想

政治教育的生活化

大学教师弹性工作制，减少了师生面对面交流

的机会，而微博、微信已经成为大学校园日常生活

中不可替代的一部分，是师生沟通的主要渠道之

一。只要关注或扫描二维码即可加为微信好友。微

博、微信为学生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经常交流提

供了便捷条件。有些难以当面启齿的问题也可以通

过微信向教师提问、寻求解答和帮助，师生交流更

加轻松，也较为生活化。有些学校利用微信公众号

来时时推送教育教学内容，或者工作人员轮流分时

段地来管理公众号，减轻了工作压力。针对性较强

的沟通和交流不仅拓展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手段，更

拉近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距离，提高了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的效率，这种沟通方式也逐渐被师生所接受。

（二）增强学生独立意识，促使其充分发挥主

观能动性

大学生正处于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逐步形

成的时期，思想异常活跃，乐于接受新鲜事物，具

有较强的独立意识、自我价值实现和管理的意识，

勇于表达个人的想法和主张，寻求在公众视野中发

声。因又处于不断走向成熟时期，部分同学又羞于

在公众场合露面，而微信、微博代表的微文化，给

他们提供了展示自己、进行表达自我的平台，突破

了时空的界限，拉近了他们与外界交往的距离，激

发了他们主动表达、寻求思想碰撞与交流、积极参

与社会事务的主观能动性。通过管理个人的微博和

微信等账号或公众号，使得他们更有责任意识，激

发了他们管理自己的能力，积极投身学校和社会组

织的各项活动中去，让个人的兴趣、特长、个性得

以充分的张扬和发展。

（三）拓展了传统思想教育的途径，提高了思

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思想政治教育不应只停留在课堂上，而是贯穿

大学始终、终其一生的必修课。微文化席卷校园，

实现了文字、图片、语音和视频等信息形式迅速传

递，信息传播也更具人性化和生活化。大学生日常

管理较为自由，借助微文化的力量，能够少受时间

和空间的局限，使得师生之间、同学之间沟通更加

密切，沟通更加顺畅。因而，微文化使得思想政治

教育更加日常化，更贴近生活，使得学生能够在其

中获取国内外新闻、收获做人做事的道理等等，拓

宽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实现途径，让学生在潜移默化

中接受思想政治教育，增强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

实效性。

二、微文化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
挑战

（一）某种程度上削弱了传统思想政治理论课

的教学效果

高校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很大程度上是以课堂授

课为主要教学形式的，而往往是以大班授课的形式

来进行，课堂上很大程度上是以单方面的知识传授

为主的，再加上有些理论较为深奥，学生一定程度

上会感到枯燥、乏味，再加上原本受中学时代对政

治课的刻板印象，他们往往对该课程有抵触情绪。

而微文化的风靡，使得他们能够源源不断地获取自

己感兴趣的信息，并且与来自全球的人们进行思想

的碰撞，他们感到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消遣方式。这

样势必会加剧他们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这种感觉。

有些课堂知识，他们可以通过微博、微信等途径获

取信息、甚至获取题目的正确答案，这就一定程度

上降低了学生们听课的积极性。

（二）误导大学生思想和行为导向

微信公众号、微博文章的申请与发布，审核程

序相对宽松，拥有账号就可以推送和发布信息。信

息发布者具有不可控性，推送的信息内容也较为杂

乱。微信监管部门的舆论搜集以及研判能力有待

提高。

互联网一整套的技术标准、规范全部由西方国家

制定，英语顺势成为互联网的通用语言。所以，西方

国家在互联网上有用绝对的话语权。[2] 一些别有用心

的西方媒体利用互联网尤其是微博、微信等开展文化

霸权，散布西方文化思潮和价值理念，对大学生进行

思想渗透和灌输。有些大学生们更喜欢关注社会负面

信息、西方价值观念，尤其是反社会的言论。他们不

假思索地点赞或者随意转发这些信息，对周围同学的

负面影响也较大。正处于思想成熟期的大学生涉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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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很难加以辨认，较容易被不良信息所蛊惑。微信

公众号中有些文章是不能予以评论的，这样相对封闭

的交流环境不利于思想的交锋，严重影响了大学生形

成正面、积极的价值取向。

（三）挑战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的主导作用

微文化的传播具有虚拟性和隐蔽性，教师与学

生都可以匿名在虚拟环境中发布信息。在传统的思

想政治教育环境中，教师往往掌握着话语权，展现

在学生面前的是专家和知识权威。而学生一般处于

被指导和被说教的地位，处于信息链的接收端。而

随着微文化的广泛推行，传统的“信息中心”受到

了挑战，甚至被打破，学生可以通过网络接收、传

播和分享自己关心的信息，并逐渐成为信息链的首

端。他们利用自己的网络身份与教师自由而平等地

交换信息，对教育工作者的媒介素养和价值引导能

力提出了新的要求。虽然这有利于教师更好地了解

学生的思想动态，但也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难

度加大，某种程度上削弱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

权威性。

三、积极利用微文化，充分发挥其在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积极作用

微文化似一把“双刃剑”，既为大学生的沟通

提供了平台，也深深地冲击着他们的价值观。在微

文化背景下，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需要我们

运用微博、微信等“微”媒体优势，克服其潜在的

弊端，不断提升学生评判信息的能力，从而规避微

文化转变为“危文化”。充分发挥微文化在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中的积极作用。

（一）善于利用微文化，优化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的“微环境”

积极发挥微博、微信、微电影等新媒体的传播作

用，坚持以学生为中心和主体，贴近学生、贴近生活、

贴近实际，用学生易于接受的形式，弘扬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不断健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体制和机

制；丰富和完善学校、二级学院、班级一体化的微文

化传播系统；充分发挥社团、文化科技节等校园活动

的交互式传播渠道的建设，为学生成长保驾护航，积

极营造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微环境”。

（二）注重发挥微文化的“微”作用，丰富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微内容”

随着微文化的不断发展，大学生获取信息的方

式呈现多元性，个人获取或发送信息的途径和速度

较之以往有了突飞猛进的变化。再加之，当前人们

更加注重效率，追求快的生活节奏，更加促进人们

业余时间不断零散，呈现碎片化的态势，人们很难

利用较长时间进行深入研究社会问题，同时，大学

生自主意识不断增强，需要某种文化形态来满足其

这一需求，微文化刚好契合了这种生活状态和他们

的需求。

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除了教材中的

知识点之外，还应更加注重培养学生关注社会、关

注现实生活。高校与社会应充分利用微文化，加强

网络信息的把关和问题的设置，通过微电影等学生

们乐于接受的方式来浸润学生的心灵、丰富他们的

阅历、开阔他们的视野。可以在相关微信公众号或

者微博等设置一些国内外热点问题讨论，提供社会

现象启发学生思考，将所学知识与现实有机结合。

加强国家大政方针政策的宣传与引导。

（三）充分发挥学生干部的积极性，加强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微力量”

微文化促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呈现出全方位、

多层面的互动态势。这就需要充分发挥学生干部、

优秀学子的能动性和“意见领袖”作用，发挥其

“微力量”，从而带动更多的同学加入其中。设计一

些学生们感兴趣的、并且具有针对性的“微活

动”，开展“微话题”的讨论，激发大学生积极参

与具有公共教育意义的活动，提高其自我教育、管

理和服务的能力，让他们在趣味和探究中潜移默化

的受到影响和教育。

（四）建强思想政治教育队伍，提升高校思想

政治教育“微权威”

要想使思想政治教育的微文化平台始终保持传

递正能量，离不开一批政治意识强、业务能力过

硬、作风优良的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尤其是在微文

化平台从事相关工作的监管队伍。面对微文化对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者的新要求，我们应加强思想政治

教育队伍的“舆论领袖”的权威意识，结合现代信

息传播的新趋势，不断加强和提高他们利用新媒体

的观念和能力。至于微文化平台的监管队伍，可采

用专兼结合的方式，从思想政治理论课骨干教师、

辅导员、专家学者中进行选配，邀请知名学者也能

够加入到信息评论的队伍之中。严把信息发布关
（下转 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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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争议，意见也不统一[11]75-82，[12]125-131，但全祖望

的上述观点无疑可备一说，并且得到现代研究者的

肯定[13]532-536，[14]186-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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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严格审核发布的内容，经常研判微文化传播的

思想动态，了解学生对所发布信息的反映情况。争

取最大限度地保证“正声音”占据舆论的主阵地，

及时发现并屏蔽不良信息的发布，把握“微时代”

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动权。高校应不断强化资源甄别

环节，将其纳入到监管体系之中，实时把握舆情动

向，并对发布人进行必要的责任追究，完善微文化

舆情监管的长效机制。

总之，微文化的不断发展，促使教育不断由封

闭向开放迈进，高校只有充分认识到微文化给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并积极利用微文

化，充分发挥其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才能不断推

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取得长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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