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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 and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to explore effective ways and methods in the context of popular cell phone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The article is on the basis of the feasibility i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mobile
content and mobil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rom the existing gaps in research literature to explore
the phone to star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kills, mobile media
environment conducive to promoting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ractice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ory and practice provides
education and management experience for reference and to inspire and help wo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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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立足于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视野，探索手机普及背景下大学生群
体教育的有效途径和方法。文章在研究手机思想政治教育内涵和手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可行性的基础
上，从现有相关研究文献研究的空白入手来探讨手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技巧，有益于推动手机媒体
环境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践的持续发展，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提供可供
参考的教育管理经验，以期对有志于研究手机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者有所启发和帮助。
关键词：大学生；手机思想政治教育；实施技巧

1. 引言
手机媒体作为互联网与无线通信融合的产物，
由于
其具有便携性、即时性的优势，集个性化和互动化于一
身，
成为重要的人际传播方式，
甚至有人称其为继报纸、
广播、电视和互联网之后的“第五媒体”[1]。大学生作
为手机用户的重要群体，其生活、学习、交流、娱乐等
活动越来越离不开手机的参与，特别是随着 3G 时代的
到来大有取代传统上网方式的趋势，其心理、思维和行
为方式也已深深的打上了手机文化的烙印。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

意见》要求广大思想政治工作者要在“坚持继承优良传
统的基础上，
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
新途径、新办法，努力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
创造性，增强实效性。”如何有效运用手机开展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日益成为我国学术界和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者共同关注的热点话题。

2. 手机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念界定及可行性
研究
2.1. 手机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念界定



重庆市教委人文社科重点项目——运用手机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研究(项目编号：09SKF01)，项目负责人：游敏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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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为粮、游敏惠在《思想政治工作进网络创新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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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研究》中把“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定义为：“在网

史上的任何一种媒介。互联网的传播速度之快已经超

络环境下，一定的阶级或政治集团，为了实现一定的

越了之前的传统媒介，而手机因能与互联网融合，互

政治目标，根据传播学和思想政治教育学等原理，利

联网传播信息速度快的优势就转移到手机上。此外，

用计算机技术和计算机网络，有目的地对网络受众(网

由于台式电脑不能随时随地移动，笔记本电脑不能保

民)施加意识形态的影响，以转变网络受众的思想，从

证随时随地联上网络，而手机由于其伴随性就能保证

[2]

而指导他们行为的一种社会活动 。”手机媒体作为

被传递的信息在第一时间被用户接收，所以在传播信

继网络之后的“第五媒体”，所以比照着网络思想政

息方面手机的快速性是其它媒介所不能比的。比如，

治教育的定义，笔者把手机思想政治教育的定义界定

有重大事件发生时，新闻网站通过短信息的形式，把

为：“基于手机网络技术、以手机网络为载体，对受

这一新闻发给几十万的手机短信定制用户。早在 1988

教育者有目的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以转变手机媒体

年比里洛就指出，速度突然间又重新成为超过时间和

受众的思想，从而指导他们行为的一种社会活动。”

空间标准的一种原始力，在这一全新的“速度文化”

手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开展注重手机媒体积极作用

时代，传媒信息传播速度与其传播内容的重要性并重。

的发挥，隶属于思想政治教育局部体系的构建。

4) 互动性
手机媒介是双向的、多向的交流媒介，“交互性”

2.2. 手机思想政治教育的可行性研究

是手机传播较之传统媒介的一大优越性。每一个手机

一种社会活动可行与否，首先要看它的载体是否

使用者都成为信息的受众和信息的发布者，这将颠覆

具备开展这项活动的特质，其次还要看此载体与它的

整个信息传播的模式：从以权威的信息发布为中心，

受众之间是否具有密切的关系。本文对手机思想政治

到以个人的信息发布为中心。3G 时代的手机能高速上

教育的可行性研究将从手机媒体的特征与高校大学生

网，使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意方式、任何人，表

使用手机的现状两方面说起。

达任何内容成为现实。
5) 人性化

2.2.1. 手机媒体在传播中的特征

莱文森的“人性化趋势”理论认为，人类技术发展

1) 普及性

的趋势越来越人性化，
技术模仿甚至是复制人体的某些

衡量一个媒介是否具有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指标是

功能，是在模仿或复制人的感知模式和认知模式[5]。媒

现实和潜在的受众数量。截至 2010 年 10 月，中国的

介作为一种信息工具被创造出来是为了人们更好地认

手机用户数量已逾 8 亿，超过了 10 多年前全球手机用

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因此，人所需要的媒介，首先应该

户的总和[3]。这将把其他大众媒介远远地抛在后面，

体现和尊重人的主体特征和人性化特征。
原始的电话听

并且能做到点对点沟通到每一个人，这是所有传统媒

筒就直接模仿人耳软骨和鼓膜的结构[6]。手机的机身越

介无法企及的。网络媒介在点对点沟通上可与手机媒

来越薄，越来越方便携带；屏幕越来越大，功能越来越

介相抗衡，但其受众数量却远远比不上手机媒介。

多。
与此同时，
人们还可以通过手机定制阅读报纸新闻，

2) 伴随性

内容由个人选择，用户享有充分的自主权。手机媒介的

手机被称为“带着体温的媒介”。日本传播学者

日常生活性也使它带有生活的气息，
同时又为生活本身

藤田明久形容手机是“30 厘米的贴身距离，24 小时的

带来更多乐趣。它的这一特征，也使它在一定程度上充

伴随媒体”[4]。现代大众社会生活节奏快速，生活形

满着人性。为什么如此多的人对这一“掌上精灵”钟爱

态呈现碎片化，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的时间和空间

有加？正是因为它使人作为一种自由的感性存在。

被分割成大量的零散时空，手机以其移动性，便携性
的特点，凭借其随时随地且无处不在的服务，取得这
类零散时间的独占优势。
3) 快速性
手机的伴随性使它在信息传递速度方面超过了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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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大学生使用手机的现状
1) 手机在大学生中普及率高
对媒体来说，使用价值和影响力不仅仅取决于内
容，更要被传播渠道左右，在信息内容多样且传播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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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的今天，渠道的影响力不容小视。四川大学学者

发送幽默信息有助于缓解或释放大学生的各类精神压

王萍认为
“衡量一个媒介是否具有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指

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利用手机短信给大学生

标是现实和潜在的受众数量”。据重庆邮电大学“运用

们发送生日祝福短信、节日祝福短信等，让高校学生

手机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研究”
课题研究组对

工作充满温情，易于取得学生们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重庆大学、西南大学、西南政法大学等 13 所高校的大

者的认同、信任、理解和支持。另外，短信的私密性

学生的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手机普及率非常高，被调

有助于心理咨询工作的开展，既能减轻学生的心理压

查的学生全部拥有手机，普及率达到了 100%，这说明

力，也增强了学校德育的实效性[8]。

在高校推广手机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潜在的可能性。
2) 手机在日常生活中地位重要
调查

1

显示，手机在大学生的生活中的作用越来

越重要，半数的学生认为手机在生活中很重要，只有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只是根据手机媒体的特点得
出了手机媒体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用途，但是在手机
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技巧方面还几乎是一片空白。本
文所作努力正是试图填补这一空白。

不到 10%的学生认为不重要。学生使用手机进行沟通
最多的内容 是依次是日 常生活(72.5%)，学业知识
(15.2%)，时事新闻(5%)和其它资讯(2.8%)。被调查者
中，学生用手机上网最常用的服务是分别是搜索和浏
览资讯、各类新闻(49.3%)，聊天(26.4%)，看小说、电

4. 手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技巧
4.1. 发送形式要新颖
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形式重说教和理论，
容易引起
学生的反感。
相反，
新颖的形式容易引起学生的好奇心，

影、网络电视(6.9%)。

效果理所当然事半功倍。
笔者建议，
可以采取经典故事、

3. 手机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现状

网络流行语、箴言、谚语、歇后语、名人警句、抒情散

学术界关于手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这个问题，都

文等形式进行思想政治内容的发送。比如，进行感恩教

从手机的技术优势中看到了运用手机开展思想政治教

育时，通过手机彩信发送动态图文“祝天下母亲节快

育工作的巨大潜力。主要观点如下：

乐”：当你还是很小的时候，妈妈花了很长时间教你用

丁文胜和陈德余等人认为，手机短信因自身传播

勺子用筷子，教你吃饭；教你穿衣服，系鞋带，扣扣子，

的快捷性、发送的批量性、交互性和平等性等特点而

教你洗脸梳头发。你在渐渐的长大，妈妈却在渐渐的老

能成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载体，它提供了关爱学

去，有一天，当她开始忘记一些事情，开始忘记系扣子，

生和心理辅导的新方式，突发事件信息发布的新途径，

绑鞋带。只要你在她身边，她就会很开心很温暖。有一

[7]

就业指导和服务的新渠道 。
还有学者认为手机短信为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模

天，当她连站也站不稳走也走不动的时候，请你紧紧握
住她的手，陪她慢慢地走……就像当年妈妈牵着你的

式提供了条件：首先，手机短信在使用上简单、便捷、

手。我爱我的妈妈！用手机彩信发送，图文并茂，让人

安全具有人情味；其次，短信的参与性和互动性特征

不禁回忆起自己的成长历程，
如诗一般的语言又很能打

有助于突破时空限制，实现一对一、一对多的双向人

动人心，比起课堂上老师苦口婆心地教育“妈妈养育了

际信息交流模式；手机注册的实名制继而利于进一步
拓展现实人际关系或者建构现实人际交际圈。
在关于手机短信增强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效
性的问题上，有学者指出，手机短信从三个方面积极

我们，我们要孝敬她们”效果要好得多。所以教育的形
式一定要新颖吸引人。

4.2. 发送内容要把握时机

影响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学校通过手机短信及

古语有云识时务者为俊杰，要想成功做成一件事

时准确地发布各类权威信息——尤其是突发事件信息

就要把握好时机，实施手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也是如

——能有效保障大学生的“知情权”，维护校园稳定；

此。对于手机内容的发送也要把握时机，适时而动。

1

此调查为重庆邮电大学“运用手机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研究”课题研究报告，此处引用数据均来源于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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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临近考试时，发送备考技巧和学习方法；值考
试时，发送考试纪律和考试技巧。发送内容要应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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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在清明节前夕发送关于清明节的诗句，对学生

8 点和晚上 17 点到 19 点是人们比较空闲的时间，此

进行文学修养熏陶。或者介绍清明节的来源，扩展学

时发送手机信息不会影响到正常的工作和学习，容易

生的知识面。再如，在教师节、母亲节、感恩节前群

被学生接受。

发飞信提醒学生感恩身边人。适时地把握时机，如雪
中送炭，沙漠送水，会起到比平时事半功倍的效果。

4.3. 发送内容要把握对象特征

一天里数量太多容易引起学生的反感，认为学校
又在进行强制教育，所以对数量的把握显得尤为重要。
问卷调查结果分析显示，一次发送 1～2 条效果最好。
且发送内容要求简洁、深刻，一语中的。

心理学的观点认为，心理发展具有阶段性的特征，
不同的发展阶段各有其突出的特征。大一新生刚进校

4.5. 发送途径富于变化

时，心里充满了幻想，对各种事情都比较新奇，心思

根据发送的内容选择合适的发送途径。如果发送

不能集中在学习上，对整个大学期间的规划也不明确，

的内容是纯文字形式的内容又少，可以选择飞信形式；

这个时候就可以向他们发送学习生涯规划方面的建

如果发送新闻类文字和图片兼有，就可以选择用手机

议；到了大二大三，此时大学的新鲜期已过，是学习

报发送。

知识的黄金时期，但是很多同学对大学的学习方法不
得要领，加之老师的授课方法也与中学时有异，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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