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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校园网络舆论的形成、特点及引导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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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校园网络的发展，网络逐渐成为大学生参与公共舆论、影响学习和生活的重

要平台。如何使用好网络，引导网络舆论的健康发展是目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新课题。
本文从分析网络舆论的特点、形成过程出发，提出了完善高校网络舆论引导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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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涉及到主体、客体和介体等几个要素。所谓网络舆
论就是公众通过互联网这种载体公开表达和评价某种社会

网络舆论热点，主要包括突发事件、热点问题、社会热点、
学术争鸣、内部改革政策、管理服务质量等问题。这些事件

现象或社会问题的具有一定影响力和倾向性的共同意见。网

和问题的出现往往是矛盾激化的表现，同时也是舆论形成的

络舆论的出现，“使个人表达自由和言论自由第一次真正地
实现了。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的出版商，不受任何政治、

基础和前提。当一种矛盾出现并引发了与这一矛盾相关的类
似事件发生时，事件发生因为其超越社会规范的特性而具有

意识形态、技术、文字和逻辑能力的审查，经济能力的限制

巨大的吸引力，必然引起人们的注意，从而使之成为一种普

与以往相比可以说是微不足道。
” 随着高校校园网络的建
设和发展，大学生利用校园网络平台获取信息、表达意见、

遍关注的社会问题，也即舆论漩涡的出现 。
舆论领袖及其意见产生阶段。在校园

发泄情绪等，构成了大学生生活的重要内容，并形成了具有
大学生群体特征的高校网络舆论行为。胡锦涛同志在

情况下，参与讨论的学生往往都是大学生群体中的活跃者或
者与舆论客体有着密切关系的大学生群体，他凭借自身的素

年

质，通过对校园网络舆论的主导，成为论坛里的“舆论领

月

日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时

中．通常

强调：要加强网上思想舆论阵地建设，掌握网上舆论主导
权，提高网上引导水平，讲求引导艺术，积极运用新技术，

袖”。他们善于从表象信息透析到比较深层的价值内涵和意
义，并能对这个问题进行某种解析，然后进行表达。而意见

加大正面宣传力度，形成积极向上的主流舆论。因此，研究

的发生，事实上就是舆论领袖表达的意见，它们的意见往往

校园网络舆论的形成机制、特点，有针对性地加强对于高校
校园网络舆论的引导，构建和谐的校园网络文化环境对于加

影响其他大学生网民的看法，促成网络舆论的最终形成，并
由此主导舆论方向。

强和改进大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网络意见的扩散和放大阶段。当网络“舆论领袖”的
意见一旦成为大学生网民关注的热点时，就会引起较大范围

一、校园网络舆论的形成过程分析
按传播学理论，社会舆论的形成呈现出类似螺旋的方
式，而舆论的形成则有点类似于漩涡的形成。要形成漩涡，
至少要有两种作用力：一是不均衡力量的出现；二是漩涡中
心。作为舆论事件也即漩涡中心一般是新闻事件发生的地区
或新闻事件的主体。大学生网络舆论的形成过程主要经过以
下几个阶段：
议题的来源阶段。议题是指那些能引起网民关注的
信息。从高校网络舆论的实践看，高校作为各种思潮交流相
对活跃的领域，议题的来源主要表现为容易引起师生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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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较快速度的传播，随着舆论因子的不断凸显，网上的意见
已不再是单纯的舆论领袖的意见，而是舆论领袖所聚集的社
会人群所持有的意见。在这一阶段，事件发展的过程和经过
可能在传播中进行放大，很有可能引起像报纸、广播等传统
媒体的注意和介入，从而形成了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的互
动，这种舆论势差的反复出现，从而导致舆论漩涡的形成。
网络舆论形成阶段。随着网络上的各种意见、见解
相互交流、碰撞、整合，那些能够表达和反映绝大多数人的
心愿和意见，会逐渐成为网民议论的主流，从而产生强大的
作用力和影响力的舆论态势。而那些所谓的“舆论领袖”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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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与众多的网民形成互动，激发了网络讨论，引领舆论走

会像放大镜一样把它们呈现出来，变成校园网上的焦点 。

向。当网络意见发展到一定阶段，便会争取到相当数量网民
的支持，进而形成相对稳定的意见结构，并确立有序的状

近几年的“芙蓉姐姐”、“电影恶搞”事件到女青年“虐猫”
录像等事件，均是从各大高校校园网上发源，然后一石激起

态，这样，一个相对较稳定的网络舆论就形成了。

千层浪，引起各界强烈关注，进而延展到道德层面的反思和

二、校园网络舆论的主要特点

讨论。与此同时，网络的隐匿性特点，更增加了网络言论的
开放性，同时也减少了言论的原则性和理性化色彩，加之大

大学生相对集中，由于年龄、知识、经历相仿，一旦接

学生易冲动，缺乏成熟的思辨，仅凭主观臆断对信息发表意
见，导致网络舆论的内容带有很严重的感情色彩。如果一则

受了网络舆论，就会以急剧的速度和广度向外传播，因此，
高校网络舆论在具有网络舆论所表现出的丰富性、透明性、
盲动性、离散性与聚合性的同时，更多地表现出高校大学生
所具有的群体性特征：
大学生的主体意识得到张扬，网络舆论行为获得较
大认同

有代表性的帖子得到大家的认同，引起共鸣，就会很快在学
生中扩散开，形成一个主导性意见，产生雪崩式的效果。事
实证明，高校网上舆论的感染力和影响力是巨大的。同时，
由于大学生群体大都各有主张，不轻易认同别人的观点，这
在一定意义上也体现了网络舆论形成的难控性。

三、基于校园网络环境的
大学生网络舆论引导策略

大学生群体正处于思维和情感都十分活跃的年龄阶段，
在网络舆论中表现出较其他群体更为活跃的思维，更为开放
的言论和更为张扬的独立主体意识。

年

月，浙江大

学网络信息研究会开展的浙江大学校园网络信息使用状况
上可以做什么”的多项选择
的调查显示，在关于“在
中， ． ％的受调查者选择“展示个性，自由讨论”。其
次是“自由发泄情绪、情感”，占到了 ． ％。 这说明
当代大学生思想活动的独立性日益增强。根据另一项调查报
告显示， 大学生对互联网的认识首先是“一种相互交流沟
通的载体”，占到了
，其次认为互联网是“一个丰富的
信息资源库”，占到

。由此可见，上网交流和沟通是

大学生使用网络的重要动机。大学生在网上的沟通交流就构
成了人际传播、媒介传播的传播形态，通过态度、意见、情
感情绪等的表达和交流，形成了网络舆论，网络舆论行为在
高校校园获得较大认同。
网络舆论制造者的少数性和网络舆论影响的广泛性
研究表明，通常情况下，参与网上讨论的学生只是全体
学生的一小部分，一般是由校园网络活跃群体或者与舆论客
体有着密切关系的大学生群体组成。但如果少数学生有目的
有组织地在上围绕某个话题展开讨论，就会产生大众传播效
果研究中常提到的“议程设置”效果，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
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由于网络舆论领袖们的意
见和观点往往博得大多数网友的跟帖，所以当他们围绕某个
特定主题进行讨论时，就容易导致舆论主题表现出一致性、
强烈性和持续性的特征，这将影响到网上大多数学生的态度
和观点。由于校园热点话题在大学生群体中具有“二级传
播”的效果，这些舆论热点不仅会成为大学生们在网上关注
和讨论的主要话题，还会成为他们在课间休息、自习结束、
同学聚会等多种场会中谈论的共同话题，在校园中产生持续
的影响。这一过程反映出舆论流动的特点，舆论空间的不断
扩大正是少数意见领袖迅速传播的过程。由此可见，高校网
络舆论的制造主体虽然是少数学生，却能够对多数学生的思
想和行为产生影响。
校园网络舆论形成迅速，传播难以控制
大学生相对集中，他们思维敏捷，反映迅速，一旦接受
了网络舆论，就会以急剧的速度和广度向外传播。种种事例
表明，校园网络对于现实生活具有一种信息放大机制，现实
生活领域中的微小变化或大学生思想变化的最新动态，网络

主动介入，加强引导，营造积极向上的校园网络信
息环境
基于大学生网络舆论的特点，校园网络舆论引导一般有
说服教育和议程设置两种方式。说服是通过传递视听信息有
意识地对接受者的行为施加影响，按信息发出者的要求使对
象自愿地改变态度或行为。 说服应该从教育对象的特点、
需求出发，引导他们开展理性思维。大学生具有较高的文化
素养，丰富的学识和总体理性的网络舆论行为，这为开展说
服教育工作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在传播学中，议程设置理念实际涉及的问题是，传播如
何围绕特定的目的设置议程，使之达到影响社会、影响公共
舆论的效果，他是传者和受者之间相互牵动，相互作用的双
向关系。 在校园网络传播中，虽然信息发布者为公众设置
议程的影响力往往受到网民多元文化的兴趣点的挑战，但是
如果能巧妙地运用传播技巧，有意识地形成多个网络舆论兴
奋点，在设置过程中慢慢引导网络舆论改变原有状态，朝着
预期的方向发展，就能产生良好的舆论引导效果。比如，在
推进内部管理体制改革、教育教学改革、涉及后勤服务质量
等师生关注的热点问题时，相关部门就可以有意识地采取组
织“网上新闻发布直播”、“网上嘉宾访谈”、“网上问卷调
查”等活动吸引受众的注意，甚至是反复“轰炸”，从而不
断强化主导信息的影响力，把公众对相关事实关注的重点和
方向引导到有利于解决问题的方向上来。要注重对于校园网
上热点话题的调控，对可能带来不良影响的负面信息要及时
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并主动在网上发布正面、积极的新闻
事件信息，营造积极向上的校园网络信息环境。
把握网络舆论导向的主动权，努力提供校园舆论发
展的“参考系”
在校园网络舆论的传播中，最先表达自己观点的一方，
往往是事件的当事人或网络的活跃者，一般具有较强的网上
号召力，同时由于涉及的事件往往关系大学生的切身利益或
者是大学生关心的社会热点问题，所以一旦在网上形成意见
就会迅速传播开来，形成网上的强势声音，成为网络舆论形
成的“参照系”，而其他大学生网民由于从众心里则容易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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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意见当作主流意见进行认识，即便持有不同意见也往往

上网发表言论、制定完善的网站管理制度等，都是有效的约

会保持沉默，形成德国学者伊丽莎白 诺尔 诺依曼在大众传
播效果研究中提出的“沉默的螺旋” 现象。有学者研究认

束制度。这些制度的完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确保大学生网
络虚拟性存在与现实生活真实性的统一，促使他们对自己的

为，参照系是舆论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因素，由于舆论

网络舆论行为负责，认真对待实际上已经成为现实生活一部

主体的分散和无组织的特点，在不少情况下许多公众仅一句
自己的信念和经验尚不能明确自己应当对社会性问题持什

分的网络世界。
完善高校应对网络舆论危机的应急机制

么态度和观念，因而在表达自己观念时有意无意地总是需要
“参照系”。 因此，立足于校园网络信息传播环境，充分发

首先，建立事件潜伏期的网络舆论预警机制。高校公共
突发事件有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只要科学地进行研究，可

挥学校新闻媒体的影响力，通过学校媒体的新闻报道和新闻

以发现潜伏期的或多或少的各种苗头。潜伏期的各种苗头信

评论为校园舆论发展提供参考系，营造正面的校园舆论环
境，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问题，是当前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

等
息，在网络环境中可以通过论坛、博客、电子邮件、
形式发布和传播。网络媒体可以从自身特有的传播信息中直

一种策略选择。

接获取这些信息。在分析判断的基础上，在最短的时间内将

加强校园网络舆论队伍建设，发挥网络“舆论领袖”
的作用

有价值的信息传递给决策部门，从而可能把潜在的高校公共
突发事件扼杀在萌芽状态，防范其爆发；其次，建立事件爆

在高校校园许多网络舆论事件中，网络当事人或由网络
信息联络起来的大学生网民群体之间的呼应比较积极，而我

发期、蔓延期的网络舆论缓释和阐释机制。在这一阶段网络
媒体应采取积极的措施，保持应有的冷静，通过舆论缓释，

们的教育者之间却缺少联系。网络舆论引导工作者则成了网

稳定大学生的情绪，凝聚各方力量，引导学生保持学校的正

络信息的“监督者”、“删除者”、“旁观者”或“消防员”，
网络上听不到他们的声音，即使发言也得不到网民响应。因

常运转。网络舆论可以通过三个途径实现舆论缓释功能：一
是第一时间告以实情，树立舆论的权威；二是解释实情，以

此，高校网络舆论引导工作要加强协同性，培养一批具有专

客观公正的事实和说理消除大家的恐慌和猜测；三是积极引

业素质的网络评论员队伍，他们除了要具有一般思想教育者
的政治素质、思想素质和理论水平，还要具有信息社会发展

导，使舆论朝着有利于将危机转变为转机的方向发展。第三，
建立事件衰退期的反思机制。每一次高校公共突发事件，既

所要求的“信息素养”，善于通过网络信息把握网民的思想
动态，一方需要，四方响应，发挥优势，因势利导，由此通

包含着导致失败的根源，又孕育着成功的种子。在一次高校
公共突发事件即将归于消解的时候，关于事件能否避免发

过网络形成一种信息交流、行为干预的格局。要根据网络舆

生、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处置过程失误在哪里等问题必然提

论领袖意见的形成引导、控制整个舆论方向的特点，培养和
使用自己的“舆论领袖”，利用这些“舆论领袖”形成网络

上议事日程。此时，网络舆论应该充分利用其在学生中的广
泛影响力，推动学校和全体学生积极进行总结和反思，从根

论坛的最强音，来引导网上舆论。虽然在虚拟空间里，群体

本上提高师生的“免疫力”，促进学校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的压力并不明显，但人与人之间的意见总是在互相交流中形
成相对集中的情绪方向和意志方向。而舆论领袖用自己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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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网络素养培养，规范网络舆论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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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要将网络法制和道德教育纳入思想政治教育和相
关课程教育中，加强网上和网下的沟通、教育和互动，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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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文明上网，自觉抵制网络滥用行为和低俗之风。首
先，要以健康的人格教育为主。培养他们形成有利于人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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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和社会进步的核心价值观，逐步树立对自己负责、对他人
负责、对社会负责的责任感，引导大学生以负责任的态度使
用信息网络技术；其次，要加强网络心理健康教育。通过心
理健康教育，帮助大学生走出心理障碍的阴影，培养大学生
良好的网络心理。第三，规范上网方式、完善网络管理制度
也是引导网络舆论健康良性发展的重要举措。如采取实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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