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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wadays, due to the happening of a hot internet event, the internet culture has a growing influence on the university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behaviors. This study will start with hot internet
event and redefine the hot internet events on characteristics and law of development aspects
based on the retrieval and analysis of relevant literature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in recent years
to further. Meanwhile, this article combined with the current condition of cybe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analyzed the impact of the ideological and behavioral path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put forwar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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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网络热点事件突发，网络文化对大学生思想行为的影响愈加强烈，因此本研究旨在从网络热点事件
入手，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研究来进一步界定网络热点事件，分析其特征和发展规律，结合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现状，分析网络热点事件影响大学生思想行为的路径，提出相应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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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 40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到
2017 年 6 月，
我国的网民规模已经达到 7.51 亿，
互联网普及率为 54.3%，
网民中学生群体占比达到了 24.8%
[1]。在网民学生群体中，大学生又占了较大比例，因此大学生已经成为了网络的主要用户群体之一，可
以通过手机、电脑等移动终端时时刻刻与网络接触，能够随时随地的通过网络获取第一手消息，并对网
络事件作出反应，因此网络中的消息对大学生的思想和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
大学生正处于人生观、价值观快速成熟的时期，网络带给了大学生丰富的知识，网络上也会产生大
量的事件，这些网络事件折射出的社会问题涉及众多领域，具有强大的渗透力和辐射力，通过网络传播
这一途径深刻影响着大学生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因此引导大学生正确看待网络热点事件，树立规范
的高校网络行为教育策略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

2. 网络热点事件
网络热点事件涉及诸如民生、政府、司法、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伦理道德等众多领域，其主
要特点就是事件通过互联网传播而引发众多网民参与讨论，最终成为焦点问题，互联网在整个事件过程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促进了具有透明度和广度的网络公共领域的形成，在网络公
共领域内，人们可以自由的表达对现实体制的诉求，当社会矛盾发生时，网络便成为了人们表达利益诉
求和宣泄的渠道，在现实社会矛盾基础上产生的网络舆论变形成了典型的网络热点事件。
网络热点事件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第一，事件传播的迅速性。网络的公开性和普遍性使得事件在网络中的传播要快与传统传播方式，
人们可以通过手机，电脑等终端追踪网络热点事件的实时动态，网络热点事件的传播也不需要专业的记
者和评论家进行撰写，任何一个网络用户个体都可能成为传播者，因此网络传播可以使现实中很难被传
统媒体报道的事件得到渠道去呈现，通过社会力量将现实难题反映到网络中，引发人们的正义感去进一
步传递这些事件。
第二，自由化的传播媒体。网络热点事件通过网络进行传播。网络传播是一种多媒体方式的传播，
无需专业的机械设备和专业的传播技术人员和编稿人员，用随身设备对现实中的事件进行图片、文字、
音频、视频等方式的编辑，然后发布在网络中，人们可以通过各种手机 APP 软件或各大新闻网站首页进
行浏览，通过评论、转载等方式表达自己的个人诉求。
第三，参与主体的隐蔽性。网络参与主体的网络身份缺乏行政式的监督，通常情况下的网络身份都
没有进行过实名认证，因此网络参与主体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建立自己的网络身份，大部分网络身份都
与自己的现实身份信息相差较大，因此网络身份缺乏合法性和有效应，再加上网络行为缺乏行之有效的
监督，网络参与主体的虚拟身份使广大网民不顾及现实的行政、法律和道德的约束，可以自由的在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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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发表言论，因此网络热点事件在一定程度上会处于一种非理性的状态。
第四，社会情绪的群体效应。人们在看待网络热点事件时往往会被其反面效应所影响，消极的情绪
集聚会影响到更多的网络个体，大学生对网络热点事件的关注度较高，但思想又不太成熟，很容易受到
消极社会情绪的影响，这种情绪的传染甚至磨灭个体判断的独立性。

3. 大学生对网络热点事件的态度分析
面对各种各样的网络热点事件，大学生们所表现出来的态度不尽相同，大致可概括为从众型、漠视
型、反思型。
从众型。大学生对网络热点事件的关注度较高，但大学生多是通过别人谈论或者信息推送才参与到
网络热点事件中，并以快餐方式的阅读、转载、评论等方式为主，大部分学生只是跟随其大众的做法或
受大众的思想影响，对事件本身没有自己的主观判断[3]。
漠视型。大学生多是由于好奇和从众的心理参与到网络热点事件中，既关注着网络热点事件，但也
只是随便看看，有自己的明确目的和见解看待网络热点事件的很少，多属于围观群众，漠视的对待与自
己本身无关的事情。
反思型。在网络热点事件的应对中，不乏反思型同学的存在。这部分学生对待网络热点事件有着谨
慎的态度，在浏览网络信息的时候，会依据自己的思维判断、反思事件本身，进而探讨网络热点事件所
反映出的公共权力、伦理道德等社会问题，通过网络时网络热点事件快速传播，企图给与更多人警示。

4. 网络热点事件对大学生思想行为的影响分析
网络热点事件对大学生思想行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价值观念、社会行为、个人情绪。

4.1. 价值观念
网络热点事件使得大学生的价值取向趋于多元化。有很多网络热点事件都传递着社会的正能量，如
地震中救援人员的辛苦工作，受伤人员的坚强镇定，又如社会中的尊老爱幼等，这些事件促使大学生形
成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同时网络热点事件也存在腐蚀大学生的金钱观和爱情观的可能。如郭美美事件，
宝马女事件事件所传播出来的错误信息导致一部分大学生产生“权钱交易”的思想，产生仇富心态，形
成自卑的心理，这些时间严重影响着大学生的爱情观和金钱观。

4.2. 社会行为
大学生的社会行为是大学生在校期间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作出涉及对社会各个领域(政治、经济、
文化等)的行动。
网络热点事件能够发扬积极健康的社会思想，培养大学生的爱国意识。例如当国家产生自然灾害时，
网络中传播的救灾事件会影响到大学生们的思想行为，他们在祈福的同时还积极参与到社会救援中，当
国家发生重大事件时，大学生也会通过自我参与的方式传达自己对祖国的支持。
当大学生对网络热点事件产生错误的理解时就会引起行动上的偏差，尤其是当事件涉及到少数人的
利益被侵犯如强拆、劳资纠纷等问题时，往往会引起大学生的广泛关注，但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以及事件
的不透明性，大学生往往会误解事实从而采取极端或者暴力的方式来宣泄自己的情绪，对自身和他人以
及社会造成巨大的损失。

4.3. 个人情绪
大学生往往情感丰富，大多带有个人情绪参与到网络热点事件中来，这种个人情绪在网络中得到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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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和鼓励，又得不到有效的控制，从而导致他们产生心理上的矛盾，一些社会团体为满足其利益需求，
往往会在大学生关注度较高的一些领域操纵舆论走向，自主判断能力较差的大学生受到网络舆论的刺激，
产生过激的个人情绪，很容易作出危害社会和他人的行为，逐渐发展成为局部性的社会事件。
网络热点事件能够调节心态，放松心情，传播社会正能量。网络术语会伴随着网络热点事件而产生，
大学生在进行交流时通常都会用到一些网络术语来放松聊天环境，从而放松自己的心态。当网络热点事
件充满正能量时会带来带来积极健康的讯号，激发大学生的内在潜力，使大学生变得更加自信。
网络热点事件也肯能产生消极的影响，一些网络事件如炫富或涉及“官二代”、“富二代”的事件
可能会使大学生产生焦虑不安的情绪，自卑的心理，产生社会不公平感，从而导致个人逃课，打游戏，
不与别人交往，走向自我堕落。

5. 积极应对网络热点事件的对策和建议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缺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大学生消极网络态度的产生，在无法受到有力
监控的的网络环境中，大学生很容易受到不良因素的诱导失去自我判断，这对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和社会
的和谐发展都提出了导向策略的问题，高校在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时应从以下几个方面重点考虑：

5.1. 改善校园网络信息环境
高校在进行校园网络建设时要结合大学生的主要兴趣点，从网络环境入手，对网络热点事件进行分
类引导和重点疏导，通过说服和议程两种方式引导校园舆论，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育方式化解同学
中的不良情绪，传播主流价值，矫正心态，营造绿色健康的高校网络信息环境。

5.2. 改进思想教育，提升道德水平
首先培育精英式的教师，提高教师的教育水平和政治素养，通过有组织、有针对的主题课程提高同
学的思想辨别能力；其次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与思政教育相结合，提高发现本质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最后高校应抵制负面信息的影响，网络热点事件中的负面信息多于金钱、腐败和社会公平相关，高校应
积极回应大学生对社会的质疑，通过心理健康辅导的方式消除大学生对社会的负面情绪，培养良好的心
态，同时还应帮助大学生解决诸如学习和生活方面的困难。

5.3. 部门联合应对，规范网络管理
高校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应先正确认识网络热点事件，在此基础上，对各个部门进行分工，多个
部门联合联动，从网络热点事件的传播方式进行管理。当前大学流行的网络传播方式主要有 QQ、微信、
微博、论坛等 APP，这些载体都是开放式的，因此通过这些载体传播的信息也具有无约束性，大学生的
思想很容易受到这种开放式思潮的影响，无法辨别真伪。可以建设开放性的网络平台，在校园网络平台
中安装信息过滤器，最大限度的过滤虚假不良信息和有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词汇，同时高校各部门
之间相互合作，建立完善的信息监控系统，加强对社会信息的审阅，提升网络平台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5.4. 积极健康的教育机制
高校可以通过各种形式的主题班会、校内活动、校内广播等活动开展具有高校特色的校园文化建设，
既加强了师生之间的联系，又方便教师对大学生的心理状况进行了解，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
邀请专家，通过各种讲座、讨论会向大学生传播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提高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和道德水
平，提升大学生辨别是非的能力；注重大学生的心理疏导，在学校内建立专业的心理健康教师团队，通
过班干部了解大学生的心理问题，通过心理健康辅导员舒缓大学生的心理压力，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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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网络热点事件放入大学课堂，对其进行案例分析，让大学生在课堂内进行讨论，在掌握大学生思想看
法前提下对其进行疏导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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