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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媒体时代给高校大学生党建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 新媒体时代高校大学生党建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

校园网络建设对党建工作缺乏足够的重视；二是高校及大学生对党建工作网络建设 缺乏足够的重 视 ；三 是 高 校 党 建 工 作
对网络舆情缺乏足够的重视。 因此，要开展新媒体时代下高校大学生党建工作创新研究，构建大学生党建工作线上线下同
步管理机制，使校园网真正成为高校开展大学生党建工作的重要手段和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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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新媒体即数字化新媒体，包括所有数字化的传统媒体、网络媒体、移动端媒体、数字电视、数字报刊杂志
等，
是继报刊、
广播、
电视等传统媒体后的新的媒体形态。新媒体是利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通过互联网、
宽
带局域网、
无线通信网、卫星等渠道，以及电脑、手机、数字电视机等终端，向用户提供信息和娱乐服务的传播
形态。新媒体以其独特的传播方式和广泛的传播渠道，
开阔了高校大学生群体的视野、
认知和探索空间，
同时
也影响了高校大学生群体的思想理念、
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等。[1]如何主动适应新媒体并充分运用新媒体，
不
断探索、
改进和创新高校学生党建工作，
持续推进高校学生党建工作的长远发展，
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
1

新媒体时代高校大学生党建工作面临的新形势

新媒体的迅速发展使高校大学生党建工作模式面临新的形势。传统模式是通过讲党课、谈心谈话、
集体
活动等形式对大学生入党积极分子进行党性教育，但由于场地、时间、活动形式等的局限，思想政治教育的
覆盖面和辐射性不大。新媒体时代下“唱衰中国”的外部势力对青年的思想渗透，加之部分青年学生缺乏鉴
别信息真伪的能力，在思想意识、
价值取向、道德观念等方面容易受到影响。尤其面对社会敏感事件，思想单
纯、
涉世不深的大学生更容易偏听偏信，如果不加引导管控，必将影响高校校园稳定和高校学生党建工作的
开展。新媒体不断改变高校大学生的传统思想观念和思维习惯，
成为高校大学生了解各种信息的重要渠道和
途径。因此，
新形势下如何占领新媒体，
使之成为高校大学生党建工作的新阵地；
如何充分利用新媒体即时性、
交互性、
超时空性的优势，不断改变传统培养教育模式，以适应新时代如何培养发展大学生党员、
开展大学生
党员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等方面提出的更高要求，
是每一个高校一线党务工作者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2]
2

新媒体时代高校大学生党建工作存在的问题

高校校园网建设对党建工作的重视程度有待提高
据调查分析，我国高校在校园网建设中对党建工作的重视程度不够，认识上有偏差，目前还处于初步摸
索阶段。绝大部分高校并没有在校园门户里设置“党建工作”的网页站点，即使有，也仅是一个栏目，内容少

2.1

且不能及时更新。或仅仅是根据形势政策的需要，定期设置相关专题网页，比如“科学发展观”、
“群众路线”、
“三严三实”、
“两学一做”等。部分高校只能在校园网的“新闻发布”栏目找到党建活动的新闻报道，报道即时
性差、
滞后性强，更谈不上点击量。这些情况和日益迅速发展的新媒体相悖，不符合时代发展需求。这既有缺
乏专业维护人员的问题，也有从事这项工作的人政治敏锐性不强或对学生思想政治觉悟评判不准等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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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高校及大学生对大学生党建工作网络重视程度不足
目前，高校大学生党建工作网络存在主要问题是高校及大学生对其重视程度不足。高校对每个班级都
配备辅导员（班主任），但基本不配备专职从事学生党建工作的专兼职组织员，尽管在新生入学教育中有关
于党的基本知识的宣贯，但对于讲什么、由谁讲、
讲多少课时等都没有具体规定。十八大以来，随着上级对学
生党建工作的重视，各高校也加强了严把入口关，把培养工作重心前移，但在实际工作中并没有更多的创新
举措和具体有效的手段。各级党组织在校园网、党建网页等媒体上的宣传频度、力度不够，每年只是在开展
对入党积极分子的推优、党的基本知识培训、党员发展对象审核等时间段的宣传力度和受关注程度较高。而
对学生而言，关注的焦点更多的还在于以自己的实力和条件能否被推优、能否被列为积极分子、能否发展为
开展的活动是否新颖多样、自己受到的教育和收获多少则在
预备党员这些关键点上。至于培训学习的内容、
其次。在对学生入党积极分子进行培养的一年多时间里，因受各种因素的制约，院系党总支组织学生参加的
活动基本上停留在传统的听党课、参加院系组织的集体活动等，形式单一，缺乏互动交流。以上种种造成学
生入党积极分子对党的章程、纲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问题的认知是一知半解或被动接受，导致党建工作
网络无法吸引大学生的关注，阻碍了高校大学生党建工作新媒体模式的推进。
2.3

高校大学生党建工作对网络舆情重视不足
高校大学生党建工作对网络舆情重视不足，应对网络舆情的能力有所欠缺。目前，网络信息技术非常发

达，网络文化复杂，网络内容繁杂。高校大学生群是网络舆情的发起者、传播者、接受者和评论者。由于他们
涉世不深，阅历不丰富，分辨是非的能力不强，在面对网络舆情时，难以从思想政治高度评判网络舆情。在遇
到网络事件时，难以辨别真伪，容易情绪化甚至极端化，很容易在数字化多媒体世界里受迷失方向。
3 适应新媒体时代高校大学生党建工作的应对措施
3.1 构建高校大学生党建知识学习教育平台
（1）构建党课网络教学平台。党委要从阵地建设、培养合格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高度重视大学党建工作，
成立由院系两级部门专门从事党建工作的同志和专门从事网络维护的同志共同组成的工作小组，建立网络
教学平台，将党建理论知识分文档、图片、视频等形成党建理论知识资料库，将所有资料定期上传到高校校
园网的“党建理论知识”专题站点并不断更新，定时定点组织广大学生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自学及按党小
组、
以系为单位集体学习，并规定只要“学”就要做到有“记”：学习笔记、读后感、思想汇报。党总支（支部）至
少一季度组织开展一次集体交流活动，同时筛选出有质量的学习笔记、读后感、思想汇报等进行展示。学校
每学期从中优选出表现突出的预备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在校园宣传栏张贴宣传。网络宣传和实际交流相结
合既有学生自学，又有教师的指导点拨，可以形成全方位立体交叉的培养教育考察过程，不仅能提高大学生
对党建的关注热情，更能进一步提升大学生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学习党建理论知识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在
实际生活中真正做到“未进党的门，先做党的人”。
（2）构建党建学习“微”平台。党委可根据实际需要，每年拨出部分经费用于创新多媒体教育模式，借力
微博、
微信、微课和微电影等，构建大学生党建“微”平台，引导、策划、鼓励学生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参与到各
类活动中来，进一步落实大学生党建网络学习、宣传引导、教育管理、舆情控制、交流互动等的目标。学校可
利用
“党建微博”公开和互动的优势，增加大学生感兴趣的社会热点难点问题，确立舆论导向，增强网络党建
的互动性；创建党建微信公众平台，通过微信朋友圈的分享，以图片、文章、歌曲、视频等，唱响党建宣传教育
主旋律，增强学习教育的互动性和感染力。
3.2 建立有效的高校大学生党建工作运行保障机制
（1）加强对校园网站的管理和监控。高校通过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坚决抵制各种不良意识形态在校园
网络上传播，通过每周一次的密集式网络党课提高学生政治思想觉悟。
（2）加强党史教育。用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辉煌历史激发广大青年学生的爱党和爱国热情，用十八大以
来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军事、外交、经济及反腐败等各方面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启发、教育广大青年学生深刻
认识进而全面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涵，培养他们良好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鼓励他们积极投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事业，为实现“两个 100 年”的奋斗目标而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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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构建高校大学生党建工作线上线下同步管理机制。高校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线上线下活动，形成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线上线下联动教育；通过鼓励和引导学生参加各种网络生活空间，达到在网络中进行
思想政治教育的预期效果；通过开展丰富精彩的网络活动，形成思想政治工作中的线上线下联动。引导和鼓
励学生参与线上校园网站建设，举办网页制作比赛、网络答题竞赛等，同时在线下也可组织相应活动，并引
导大学生积极参与，利用线上线下两种资源，取长补短，形成线上线下互动交流。[3]
3.3

加强高校大学生党建工作新媒体队伍建设
高校党建工作人员在面对新媒体时代繁杂的信息时，需要增强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引导能力。[4]为

此，高校需要加强大学生党建工作新媒体队伍建设，培养一支专业性强、忠诚度高、热心党建工作的管理队
伍。这支队伍可以以基层学生党支部为单位，由党委组织部专人负责牵头，形成以党总支书记、学生党支部
书记、辅导员、班主任为主导者，以递交入党申请的大学生为参与者，以大学生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等学生
骨干为主体，通过师生“共建共管”模式，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基层共青团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以学生的
视角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拉近高校党建工作与普通大学生之间的距离，
“ 接”高校党建思想工作的“地
气”
，从而实现大学生自我服务、
自我教育的目标。
4

结束语

加强和改进高校党建工作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根本保证。新媒体时代高校不仅要充分重视新媒体的
作用，同时要在工作中集思广益，运用新媒体创造性地开展党建工作，才能使学生党建工作跟上时代步伐，
更好地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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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ew media era has brought new challenges to the Party construction among college students.
The main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Party construc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new media era are: first, lack of
sufficient attention to the Party construction in campus network construction; second, lack of sufficient attention
to network construction for colleges as well as college students; third, lack of sufficient attention to network pub－
lic opinions in college Party construction. Therefore it is needed to carry out innovative research on college stu－
dents’Party construction under the new media era and establish a synchronous online and offline management
mechanism for college students’Party construction work, so that the campus network can truly become important
means and carrier for colleges to carry out college students’Party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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