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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三个意识’’，增强校园网络政治工作实效

张 明．胡 克
(解放军炮兵学院研究生系．安徽合肥230031)

摘 要：要增强校园网络政治工作的效果，必须针对目前网络快速发展的实际情况，认真分析网络技术

对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影响，并积极占领互联网这一阵地，实施有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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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的快速普及。网络已经融人人们的

日常生活，在网络生活实践中，网络文化产生并影

响着大多数人的生活理念。从而为高校政治工作管

理开辟了一个全新领域，提供一个重要课题。互联

网是本世纪最新、最强大的媒体，是人们获取信息

最主要的来源，几乎控制舆论的方向。liP4国内外敌

对势力正竭力利用它同党和政府争夺群众，争夺青

年，胡锦涛总书记强调以创新的精神加强网络文化

建设和管理．显然。互联网已经成为政治工作的一

个新的重要阵地，必须加以重视，有效管理。

一、增强抢占网络阵地的主动意识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网络在生活中的地位越

来越重要。在培养在校大学生政治信仰的过程中，

如果政治工作不能跟上并掌握网络文化资源的最

新发展方向。不断强化政治工作内容的科技含量，

尽快提高学生的信息素养和开发利用网络的能力，

政治工作将失去针对性和有效性，政治工作的价值

就难以实现。所以必须积极主动的抢占网络信息的

制高点。争取信息时代的主动权。

(一)要明确网络阵地的重要性

网络文化是知识文化。信息文化。信息流动是

没有国界的。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提前建立了信息高

速公路。并取得明显优势，学生上网易受西方思维

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影响．或在新、奇、快的海量信息

中失去判断性而迷失方向。而另一方面，网络文化

资源丰富，有利于促进在校大学生的全面发展，而

且网络已是当代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不能用传统的

封闭式管理将网络文化从学生的生活中剔除。近年

来，牢牢掌握网络及其信息资源的垄断霸权——制

信息权，已成为美国国家战略秘而不宣的核心。高

校的政治工作如何结合自身特点，大力发展社会主

义网络文化。抢占网络文化制高点，是面临的重大

挑战。

(二)要认识到网络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教育

模式

传统灌输式的课堂政工是点对面，一言堂，让

你知道什么你就知道什么，让你什么时候知道你就

什么时候知道．让你知道多少你就知道多少。这种

政治教育缺少针对性，自然有效性不强。嘲而网络

出现以后，改变了你说我听，你播我看，你灌我看的

线性政治工作传播方式，这种交互式网络政治工作

多点对多点．可互动对话，群言协商，想知道ft-&就

知道什么，想什么时候知道就什么时候知道。网络

的虚拟性使学生在网上可以不用真实姓名回答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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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学生可以展示出一个真实的自我，利于政治工

作者掌握真实思想情况。同时学生可以积极主动参

与到政冶工作内容的建设当中，改变了以往内容布

置一大片．教育搞了无数遍，却很难激发学生的积

极参与现象，增强了政治工作的实效性。

(三)要看到利用网络能增强政治工作的高效性

网络信息可无限量复制。不受时空限制．我们

可以把最好的老师，最好的教学内容．以最快捷的

信息传输方式、最节约的投入、最普及的形式、最扩

大的规模、最经济的方式、进行远距离的教学传递，

网络文化背景下的政治工作环境将集成各门学科、

各种媒体的信息，使政治工作客体可以有针对性的

点击政治工作网站寻找所需信息．并及时反馈。进

行双向交流，有利于政治工作的全面开展。网络的

全媒体性也厶匕I：J匕-瑚"E3强宣传思想的影响力、辐射力和感

染力，且效率更高、范围更广、容量更大，使政治工

作效果经济化。

二、强化保持网络政治工作先进性的意识

网络是政治工作的一个全新的阵地，要用先进

的思想、先进的内容充实其中，实现网络政治工作

引导入、塑造人、教育人的作用。

(一)要积极弘扬主旋律

政治工作，要始终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宣扬社

会主义荣辱观，引导学生建立正确的道德体系。树

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就是政治工作的

主旋律。为弘扬主旋律，政治工作必须树立坚守阵

地的意识，以多样化的教育内容和形式，打主动仗，

旗帜鲜明的用先进理论和科学精神抵制各种错误

思想的腐蚀。政治工作是党的工作，要起到“号角”

与”旗帜”的作用。要起到激励人、培养人、熏陶人的

作用。政治工作就是获取与输出信息的过程，就是

用正确丰富的信息规范和提高大学生思想精神和

行动的过程。网络政治工作要保持先进理论的指导

地位，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唱响

思想文化的主旋律，努力宣传科学真理，弘扬社会

正气，只有这样争取网络舆论的主动权，才能引导

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帮助学生在复

杂多元的文化现象中作出正确地判断和选择。

(二)要善于继承传统政工的优点

网络是一种先进的传播媒体。政治工作以其为

有效载体，突破了传统政治工作时间、空间、内容的

限制，极大丰富和发展了政工的作用．但网络毕竟

是虚拟的、非接触的，不能一味强调其积极作用。面

对面，近距离的个别交流才能更细致地了解学生思

想。解决具体问题，传统政治工作与网络政治工作

有效结合才能在信息社会中更好地发挥政治工作

的作用。网络政治工作也并非是一个完全独立于既

有政治工作的全新形式，他们之间的互补性和连续

性要求将既有政治工作引入网络政治工作之中。实

现强强联合．优势互补。

(三)要勇于创新政工方法

现实情况中．学院建设的形势、任务、要求与政

治工作主体主观上创新动力不足的矛盾比较突出。

政治工作领域还没有形成一种上下求索、催人奋进

的气候。只有与时俱进的政治工作才是有生命力

的．政治工作者必须保持清醒头脑。本着克服既有

政治工作的弊端，增强政治工作实效性的精神，积

极适应新形式，分析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抢先实现

观念上的创新。要利用好网络这一先进工具，调动

创新热情、强化创新愿望、不断培育创新能力、建立

创新制度、最大限度的发挥网络政治工作的作用。

三、增强重视网络政治工作内容的吸引力的意识

(一)增添文娱性

文化活动是政治工作的内容之一，不能简单认

为网上娱乐都会玩物丧志。片面认为网络游戏是洪

水猛兽。正因为网络游戏吸引学生。让学生乐不思

蜀．更是要有效占领这块阵地。正因为网络文体活

动的经济性，更要大力发展这一文化。传统文化活

动。棋牌类益智游戏受时间、场地限制，而且每次活

动都要准备许多棋牌工具，但网络中只要鼠标一

点。再多人也能同时进行比赛。网络电影可以使学

生不去礼堂，不去操场同样收看精彩影视节目，经

济成本几乎为零。

一些网络游戏在娱乐中给学生灌输着战略战

术思想，提升着学生指挥协调能力和逻辑分析能

力，丰富着学生科技知识，有些益智游戏甚至可以

提高学生的想象力和创新能力。必须认识网络政治

工作给政工文化活动带来的机遇，要不断创新发展

网络政工内容，丰富学生的文化娱乐生活，在保证

政治性的同时，增加网络文娱活动内容．充实学生

万方数据



·100· 黄山学院学报 2009生

精神世界。

(二)增强教育性

新时期青年学生文化需求和取向上最突出的

变化，就是不满足于单纯的玩乐，而渴塑在娱乐中

学知识、长本领、增技艺。他们会选择增智、学技、长

艺的文化活动项目，而对其他的文化活动项目则缺

少长久执着的热情。一些学生还乐于利用jJ少余时间

拜师学艺，以期发展完善自己的特长，增强自身竞

争力。要建立大量网络图书馆，丰富图书和影}见资

料，保证学生有书读，读精品。实现“所有地方”的“所

有人”都能得到“所有形式”的“所有想要的资料”．f辎

以利引导和促进学生长知识、增才干、早成才。

(三)坚持持久性

对网络政治工作的重视与建设要持之以恒．要

配备专有、专业、专心的人员．时时更新维护政工内

容。信息时代知识更新速度快，网络政治工作内容

若不能推陈出新、与时俱进，必然失去吸引力。正确

的信息不一定是吸引人的信息，但不吸引人的信息

一定不能影响人的思想及行动。政治工作若要真正

实现鼓舞人、塑造人、引导人的作用，必须最大限度

地吸引学生的眼球，把学生的注意力集中到一处，

才能提高实效性。持之以恒的更新建设网络政治工

作内容是保持网络政治一【作生命力的重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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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Internet Political Work on Campu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Three Consciousness¨

Zhang Ming，Hu Ke

(Postgraduate Department，College of the PLA Artillery，Hefei23003 1，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Internet political work on campus，we must careful—

ly examine the influence of network technology o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of the university stu-

dents and take the initiative to implement effective managements in view of the fast development of the In-

tem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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