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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发展对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的影响
■ 张雪黎

肖亿甫

（ 江西省团校，江西 南昌 330045； 江西农业大学 职业师范学院，江西 南昌 330045）

【摘要】 信息化发展赋予了网络媒介素养更为丰富的内涵 ，
当今网络媒介

素养应是媒介素养、信息素养、数字素养三者的融合。身处高度信息化的社会，
资讯爆炸、信息过载、科技水平的不断发展给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带来了积极
和消极影响。因此，提高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具有理论和现实的双重意义，必
须消除信息化发展对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带来消极影响。 通过加强网络媒介
素养教育提高大学生的公共素质，提升大学生网络中的政治参与意识，塑造大
学生的正义精神，构建大学生网络素养培育机制，增强大学生网络话语权，在思
想上高度重视大学生的网络媒介素养 ，充分认识到网络媒介素养教育对大学生
网络媒介素养的作用，增强舆论引导和管理能力，提高大学生的网络媒介素养，
在网络媒介素养教育中潜移默化培养大学生的现代公民意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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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第 44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 ，截至 2019 年 6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8． 54
亿，较 2018 年底增长 2 598 万，普及率达 61． 2% ，较 2018 年底提升 1． 6% 。 我国手机网民规模
［1］
达 8． 47 亿，网民通过手机接入互联网的比例高达 99． 1% ，较 2018 年底提升 0． 5 个百分点 。
目前全国在校大学生约 3 000 万，基本都属于网民，对网络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018
年 8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 “要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坚持营造风清
［2］
气正的网络空间” 。当代大学生的网络媒介素养问题已引起相关专家 、学者的关注，并围绕
此问题展开调查研究，但目前的研究成果较为分散，对于信息化发展如何影响大学生网络媒介

素养以及怎样提高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的研究还处于初步探索阶段 。事实上，网络媒介素养教
育是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对提高大学生的网络媒介素养能够起到积极
的作用。

一、网络媒介素养的内涵
网络媒介素养是指网络环境下的媒介素养 ，随着信息化的发展，网络素养研究包含媒介素
养研究、信息素养研究、数字素养研究。 此前对于这三者的研究多倾向于“区别论 ”，事实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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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有很多共通的地方。
首先，媒介素养、信息素养、数字素养三者的概念内涵基本相同。 大卫 · 白金汉 （ David
Buckingham） 认为，媒介素养是指受众读取媒介信息所必需的技巧 、能力和知识［3］； 阿特 · 西尔
［4］
弗布赖特（ Art Silverblatt） 在此基础上强调，媒介素养更倾向于批判思维能力 。莱诺克斯 （ M．
F． Lenox） 提炼出信息素养的三种能力： 清晰阐述问题的能力； 评价结果与分析鉴定的能力； 索引
［5］
信息以满足需求的能力 。瑞妮·霍布斯（ Ｒenee Hobbs ） 在《数字媒介素养： 行动计划》中提出
［6］
数字素养的五种能力： 创造、反思、行动、使用、分析与评价 。
其次，媒介素养、信息素养、数字素养三者的研究范围基本相同。 王堃认为，媒介素养应该
［7］
包括媒介知识、媒介意识、媒介能力、媒介道德 。李志河认为，信息素养包括信息意识、信息知
［8］
识、信息能力、信息伦理道德 。数字素养与二者的研究范围大体一致 。由此可见，三者之间并

不是独立的，而是互相补充、共同发展的关系。 在信息化的网络时代，信息素养是基本素养，数
字素养和媒介素养通过信息交流而联系在一起 ，信息素养是媒介素养、数字素养相互交叉重叠
的部分。媒介素养意味着有能力使用媒体，而数字素养仅从具体的数字技术来搜索、理解和评
价信息，由此可知，媒介素养的界限大于数字素养。 总的来看，这三类素养由于信息、技术和交
流而彼此联系（ 见下图） 。

网络媒介素养： 媒介素养、信息素养、数字素养的融合图
媒介素养、数字素养、信息素养是描述在“人 － 媒”关系中“人应该具有何种能力 ”这个研究
范畴的三个重要概念。虽然三者在历史起源、学科背景等方面存在差异，但是在概念内涵、研究
范围等方面基本相同，在网络媒介与数字技术广泛介入人类现实生活的背景下，学界对三者的
融合研究已渐成趋势。总的来看，信息化时代网络媒介素养应包含三个层面 ： 知识层面、能力层
面和理解层面。知识层面是指网络媒介如何对社会产生影响的知识体系 ，侧重于传递的信息本
身； 能力层面是指受众所拥有的获得 、分辨、评估和传递信息的能力，侧重于对信息的认识过程；
理解层面是指认识网络媒介在产生和传递信息的过程中受到来自政治 、经济等力量的强制作
用，侧重于对信息的理解。伴随互联网 + 时代的到来，网络媒介素养逐渐被人们所理解并认可 ，
与书籍、报纸、影视等传统媒介相比较，网络媒介具备信息海量化、传播快速化、平台交互化和去
中心化等新的传播特征。怎样应对信息化发展对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的影响 ，是一个值得深入
挖掘的热点课题。

二、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培养的重要性
在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网络媒介已经渗透到大学生生活、学习当中，能否正确有效利用网
络创造出应有价值，不被网络束缚，取决于大学生使用网络的能力和态度 。同时，高校思政教育
是大学生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思政教育应抓住机遇紧跟时代变化，充分利用大学生网络媒
介素养教育来解决思政教育中出现的新问题 。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提高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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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维护良好的网络公共秩序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
（ 一） 个人层面： 自我约束的内在要求
大学生是使用网络最主要的群体 ，通过网络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满足在网络中的利益诉求，
必须拥有正确地解读和批判地接受网络信息的能力 。网络媒介具有复杂性和迷惑性，需要大学
生不断地提升网络媒介素养，增强对网络信息的辨别、接受能力，这是大学生正确使用网络媒介
的内在要求。当今大学生面临着各式各样的压力。 一方面，大学生逐渐向成人的生活方式靠
拢，在思想、情感方面也日渐成熟，有可能遭遇生活上和情感上的双重压力。 另一方面，随着就
业市场对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大学生面临的就业压力也日益增大 。而网络具有开放性和隐蔽
性等特点，为他们释放各种压力提供了有效的渠道 。但与此同时，大学生沉溺于网络、遭受网络
骗局等现象也时有发生，严重威胁着大学生的身心健康。 近年来，鱼龙混杂的外来文化借助网
络媒介平台侵蚀着大学生的思想 。尤其是有些大国借助网络电影等载体大肆宣扬资本主义 、个
人主义，试图腐化大学生的价值观，摧毁我们的意识形态。 大学生正处于人生价值观养成的关
键期，欠缺理性精神，容易受到外部世界的影响。 在错综复杂的网络环境中，真实、正面的信息
容易被掩盖和利用，致使部分大学生在网络的虚拟世界中迷失方向、偏离主流、丧失本原、扭曲
人性。因此，必须培养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提高大学生明辨是非的能力。
（ 二） 高校层面： 思政教育的必然选择
思政教育是大学生教育的重中之重 ，高校必须借用网络新媒介，认真对待思政教育过程中
遇到的问题与困难。2018 年 1 月 12 日召开的第三次全国高校网络文化建设工作推进会明确
要求，应推动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密切交融 ，深化育人效果，加强网络媒介素养教育。 由此可
见，发挥网络媒介素养教育在思政教育中的作用势在必行 。一方面，网络媒介为大学生思政教
育提供了重要机遇。网络媒介具有强烈的交互性、广泛性、开放性、灵活性、时效性等特点，给高
校思政教育提供了快捷的信息传播渠道 。高校应通过微信公众号、微博等新型网络平台，巧妙
地渗透思政教育，通过网络媒介来进行思政教育，吸引大学生的注意力，在潜移默化中增强思政
教育效果，同时也能利用平台与学生交流互动，让大学生的意见能够充分表达和及时反馈。 另
一方面，网络媒介也给高校思政教育带来了重大挑战 。例如： 网络媒介更加轻松的语言、灵活的
方式对传统思政教育方式是一种极大的冲击 ； 流言以及各种负面消息在网络上的传播更加快
速，导致很难控制其影响范围； 大量不良外来文化、极端主义思想对大学生思想造成侵蚀，导致
思政教育工作难以开展，等等。为了更好地抓住网络媒介带来的机遇，应对网络媒介带来的挑
战，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培养迫在眉睫 。在高校思政教育中积极融入网络媒介素养教育内容，
变被动为主动，既迎接机遇，又应对挑战，合理有效地使用网络媒介开展高校思政教育 。
（ 三） 社会层面： 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信息化的不断发展催生了多样的交流媒介 ，为大众提供了多元化的信息平台。网络的开放
互动功能使人们由“受众”转为“公众”，由信息的被动接受者变为信息的主动发布者 ，同时进行
双向互动。大学生是网络媒介中最活跃的群体 ，在网络上进行社会参与、社会合作、社会交往等
一系列的社会活动。构建和谐社会，不只是对现实社会的要求，同时也是对网络媒介的要求。
网络媒介素养的培养应与和谐社会的建设相得益彰 ： 社会的和谐建设为网络提供足够的经济和
技术支撑； 网络的迅猛发展为社会的创新发展开辟了便捷渠道 。
网络媒介是社会进步的提速器、和谐社会建成的孵化器。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培养的内容
包括信息甄别、道德意识、法律意识、发展意识、创新能力等各种综合素质的培养，契合了和谐社
会建设内容的整体要求。大学生网络素养的高低影响着网络媒介的使用效果 ，影响和谐社会建
设的进程。目前部分大学生对政府和主流媒介的权威度和公信力产生质疑 ，造成社会浮躁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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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生； 信息泄露、网络诈骗乱象层出不穷，导致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感。网络媒介素养的缺失
是产生此类现状的重要因素，严重影响着社会安定、社会公平、社会和谐。 此外，大学生只有具
备了较高的网络媒介素养，才能辨别网络信息，不造谣、不传谣、不信谣，坚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共同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添砖加瓦 。
（ 四） 国家层面： 网络强国的有效保障
纵观历史、展望未来，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党、强国、强军，离不开网络空间的承载和
助力。习近平总书记自党的十八大以来 ，就深刻洞察信息革命对人类社会带来的历史性、全局
性、颠覆性影响，着眼于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网络发展道路 ，作出“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网络
［9］
［10］
强国” 的战略部署。从统筹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 的目标任务，
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再到“五个要”和“六个加快”的总体要求与方法论，已经形成体系

完备、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网络强国战略思想，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前瞻性和实践性。 大学生
作为网络媒介使用者和开发者的生力军 ，若没有较高的网络媒介素养作为保障，我国建设网络
强国的战略目标将难以实现。
大学生是建设网络强国的中流砥柱 。一方面，运用网络传播规律，弘扬主旋律，激发社会正
能量，大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离不开接受了高素质教育的大学生； 另一方面，网络媒介
信息的国际流动性导致掌握信息的多寡及质量成为国家软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衡量标志 。 掌
握过硬的技术，维护我国的网络安全，丰富信息服务，形成实力雄厚的信息经济，离不开高素质
的人才队伍，大学生将是技术创新和信息产业发展的主体。 总之，大学生应承担起建设网络强
国的责任和使命，而培养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则是建设网络强国战略的前提和保障 。

三、信息化发展对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的影响
网络在信息化社会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影响着每一个网民的思想意识。 这些影
响有的是积极向上的，能够促进社会的繁荣发展，提升大学生的网络媒体素养，如互联网 + 教育
的兴起、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政府简约化的电子办公、网络新闻的快速传播等； 有的会产生消
极的影响，如网络虚假信息、网络色情、暴力游戏等，会对大学生的生活、学习和人生观等产生较
大危害。
（ 一） 信息化发展对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的积极影响
第一，信息化的普及给大学生提供了丰富的学习资源 。 课堂学习不再是唯一的学习途径，
大学生不单是从书本上获取知识 ，更多的是根据兴趣爱好和闲暇时间的多少从网络上进行知识
的学习。网络的多样性可以基本保证每个学生都能找到自己感兴趣的板块 。与此同时，远程教
育的普及可以让不同地区不同学校的大学生都能够接受到知识渊博的学者的讲课 ，还可以在网
上直接问专家问题，表达自己的疑惑并得到满意的解答。 由此，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得到了充分
的鼓励，知识面也得到了拓展和延伸。信息化给大学生提供了新的获取知识的途径，也提高了
自主选择的能力。
［11］
第二，信息化的实现给大学生提供了便捷的生活方式 。大学生普遍利用微信、微博等网
络媒介实现信息共享，这种交流方式能突破时间和地域的限制，将大学生网络群体更好地凝结
起来，使他们的生活愈发丰富多彩。微信和支付宝等新媒介不单是一个简单的通讯工具和信息
平台，更是为大学生提供全方位服务的一个平台 ，如高德打车、支付宝付款等。
（ 二） 信息化发展对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的消极影响
信息化发展对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来讲是一把双刃剑 。 尽管信息化发展对大学生网络媒

· 81·

介素养的提升有一定的积极影响 ，但从整体来看，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仍不容乐观，网络媒介素
养培养需要进一步加强。沈洁通过多阶段、分层次、整群抽样的方法对 1 382 名大学生进行了
问卷调查。分别从辨析、自控、保护、创造四个方面评估了大学生在网络空间自我意识程度、网
络关键行为能力、网络责任及道德水平。结果显示： 大学生空间自控意识平均得分 2． 73 分，属
于水平较低的范畴； 网络关键行为能力与网络责任及道德水平平均得分分别为 3． 21 分、3． 43
［12］
分，属于水平一般的范畴，仍有待提高 。网络空间自控意识表现为过度依赖网络媒介 。 目前
过度依赖网络媒介的状况在大学生群体中非常普遍 。 在当前“人人都是新华社”“各个都有麦
克风”的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已成为网络热点最为激进的制造者与讨论者 ，长时间在网络上
逗留。网络关键行为能力表现为大学生对主流媒体的不信任 。 大学生对国内外各媒体均持怀
疑态度，倾向于依据自身的亲身经历和社会阅历对网络媒介信息进行判断和认知 ，这是我国意
识形态层面上的一个不小的隐患 ，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国内主流媒体缺少公信力和号召力
的困境。由于在自控、理解和批判能力等方面还不是特别成熟 ，独立思考的水平欠缺，对网络信
息的判别较为主观化，难以做到客观评价。另外，网络道德观念及责任意识有待进一步提高 ，一
些大学生认为当前网络中隐私侵犯的现象较为严重 ，但很少有大学生能主动采取防护措施来保
护自己。
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大学生公共素质不高，认为在网络这个看似隐蔽的公
共媒介上可以肆意作为而免受惩罚 ，从网络上找自我存在感而产生网络依赖； 二是大学生政治
参与意识薄弱，不关心国家大事，以自我为中心，蔑视权威； 三是大学生正义精神缺乏，很多人在
现实生活中胆小怕事，而在网上占据道德高点发表极具“个人正义感 ”的评论，被称为“键盘
侠”； 四是大学生网络素养培育机制落后 ，高校、社会、家庭没有形成有效的培育机制使得大学
生在面对网络传播信息时缺乏批判意识和质疑精神 ； 五是大学生网络话语权缺失，一方面滥用
自己在网络中的权利，另一方面在网络媒介中自己的意见和见解又容易遭受忽视 。
互联网强大的信息功能对大学生的学习发展无疑是一个宝贵的求知利器 ，而面对这样一个
［13］
资源巨库，大学生对信息的选择也往往容易陷入潜藏的危机 ，一方面，缤纷繁杂的网络信息
对大学生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造成了冲击； 另一方面，如何合理地运用网络媒介对他们能

否形成正确的是非观并不断提高自身素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 从网络媒介对大学生的积极
影响来看，应当支持和引导他们学会善于使用网络 。 而从网络媒介对大学生的消极影响来看，
如何使高校大学生在网络的纷繁复杂的信息中滤选出积极正面的信息 ，提高对消极负面信息的
“免疫力”，以及如何有效利用网络媒介提高自身学习能力 ，是当前培养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的
重要内容。为此，要高度重视对高校学生的网络媒介素养教育 。

四、提高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的条件和措施
网络媒介素养教育主要是指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 、充分享用网络媒介资源的教育，目的在
于培养大学生良好的网络媒介辨别素养和批判能力 ，进而能够有效通过网络媒介完善其自身，
从而对社会的发展起到积极促进的作用 。其目标在于提升大学生的自主权和行使权利的能力 ，
［14］
从而参与社会建构，进而推进社会的民主进程和媒介化社会的健康发展 。 网络媒介素养教
育强调一种批判式的方法，能够使大学生从纷繁复杂的网络媒介中做出理性的选择，对于网络
媒介能有所取舍地接受，成为具有批判意识的现代公民。网络媒介素养教育将传统的教育模式
纳入当前的文化和社会环境中，通过吸纳、转换等方式，形成新的网络媒介素养教育的内容和功
能，以适应不断变化发展的网络环境需求 ，从而使网络媒介素养教育在持续的社会建构中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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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新的生命力。而将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的培育融入高校网络媒介素养教育正是在新的媒
介和社会环境下以一种现代性的姿态实现高校网络媒介素养教育理念和实践的传承 、延续和
“再造”。
第一，提升大学生的公共素质。公共素质是全社会公民在公共的人际交往中应有的基本素
养，
当代大学生作为社会的新生力量更应拥有较高的公共素质 。网络媒介提供的公共空间能够
让大学生的公共精神和公民意识得到觉醒 ，让他们自觉维护社会和人民的利益，同时也能让他
们深入理解诚信友善、自由公平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他们良好公共素质的塑造具有较大
的推动作用。当前，站在信息化社会前沿的大学生能否树立起良好的公共素质，是我们国家强
盛和民族振兴的重要保障。在情势紧迫纷繁复杂的各种事件如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网络舆论
的蓄意控制中，通过加强网络媒介素养教育，使大学生深刻体会到作为中国公民的责任感和使
命感，切身感受到国家强盛带来的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让他们勇于承担国家和人民赋
予的重任，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而不断努力奋斗 。
第二，提高大学生在网络中的政治参与意识 。网络公共领域对于大学生的贡献之一是它提
高了大学生在网络中的政治参与的意识 ，可以发表自己的政治意见，减少大学生政治冷漠现象。
没有这些网络媒介的存在，大学生的一些政治见解就难以传播，也不会对他人和社会产生任何
影响。现在的大学生利用百度贴吧等网络媒介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 、通过政府网上邮箱与政府
直接对话，通过网络评价国内外政治事件等网络中的政治参与行为 ，对我国的政治生活和社会
稳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政府应该对具有正面意义、起积极作用的大学生网络社群组织予以支
持，为其成长和繁荣创造条件，让大学生树立网络安全、网络理性等理念，鼓励和支持大学生构
建理性的网络社群，对大学生的参与方式和行为进行适时正确的舆论引导，为他们参与公共生
活、培养公民意识选择更适合、更有效的渠道。
第三，塑造大学生的正义精神。网络媒介与现实社会有很大差别，网络空间与现实世界的
规范体系有一定的区别，在现实生活中，大学生群体很难展示出自身的正义感 ，网络给予了大学
生表达正义感的空间和环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我们要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
［15］

局。” 目前不少社会上难以解决或不公平的事情通过大学生群体在网络上的呼吁从而得到公
平正义的解决。如帮刚毕业的大学生拿到劳动报酬； 帮被碰瓷的女大学生找证据并证明清白；
通过网络举报一些社会上不公平的事件 ，如公务员招聘、考研纰漏，等等。 但另一方面，由于大
学生辨别能力有限也出现过道德绑架事件 ，这就需要对大学生进行网络媒介素养教育，让大学
生保持理智，既能在网络上伸张正义，又能理性看待问题，而不是随波逐流。网络媒介素养教育
可以给予大学生在网络环境中充分自由伸张正义的空间 ，让大学生自觉维护网络公共领域的稳
定有序和人们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同时不至于矫枉过正，造成冤假错案，这样才是真正意义上
的大学生正义精神。
第四，构建大学生网络素养培育机制。信息化条件下高校应以更加开放的姿态，通过网络
素养教育使大学生适应急剧变化的媒介环境 ，从而构建大学生网络素养培育机制。（ 1） 树立大
学生开放化、多元化的网络素养教育理念，将网络素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和终身教育体系 。
（ 2） 构建能力、意识、知识“三位一体 ”的内容体系，提高大学生在网络民主方面的参与能力，在
面对网络传播信息方面具有批判意识和质疑精神 。（ 3） 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 ”的育
［16］
人网络结构 。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除了学校环境，还受到家庭、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
媒介素养教育可以让学校、家庭、社会通力合作，相互配合、相互补充，共同做好育人工作，让家
庭、学校、社会在大学生网络素养教育目标上保持高度的一致性 ，避免产生相互间的反作用。
第五，增强大学生网络话语权。社会中的个体首先应该是拥有独立人格与自由意志的“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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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即具有公民身份的个体，这意味着赋予个体极大的自主性。 与一般群体相比，大学生具有
较高的知识文化素养，他们是实现伟大中国梦的生力军，让其拥有一定的网络话语权对社会主
义建设起着至关重要的宣传作用 。媒介素养教育可以对大学生在网络媒介中的身份进行精准
定位，可以让他们明白自己是拥有网络话语权的 ，可以在网络媒介中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见解。
事实上，当代大学生已经拥有了相当分量的话语权，他们通过微信、QQ、微博、贴吧等网络媒介
行使着自己的权利。作为政府，一方面要行使网络监督管理的职能 ，另一方面，也要充分肯定大
学生在网络媒介中的主体地位，尊重其发表见解的自由、参与民主活动以及监督国家公权力运
行的权利。
结语： 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是大学生对各种网络媒介信息的解读能力和批判能力 ，以及使
用网络媒介中的信息为个人生活 、社会发展服务的能力。提高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需要加强网
络媒介素养教育。网络媒介素养教育的直接目的就是培养大学生良好的网络媒介批评能力 ，使
［17］
其能够正确利用媒介资源完善自我 ，自主参与社会发展 。因此，必须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大学
生的网络媒介素养的提升，充分认识到网络媒介素养教育对大学生现代公民意识培养的作用，
增强舆论引导和管理能力，在网络媒介素养教育中潜移默化地培养和提高大学生的网络媒介素
养，将“网络大国”建设成“网络强国”。

［参 考 文 献 ］
［1］《第 44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http： / / cul． chinanews． com / cj /2019 /08 － 30 /8942459． shtml
［2］《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http： / / theory． people． com． cn / n1 /2018 /0910 / c40531 － 30283474． html
［3］David Buckinghan． Media Education － Literacy Learning Literacy Movement and Comtempor － ary Culture． Polity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13，（ 5） ．
［4］Art Silverblatt． Dcitionary of Media Literacy： Ｒeading，Ｒemapping，Ｒewriting． In P． Mclaren，Ｒ，Hammer，
2015，（ 7） ．
［5］邰

峻 张利平： 《信息素养与计算机信息检索》，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53 页。

［6］Hobbs·Ｒ． Digital and Media Literacy． A Plan of Action，
2010，（ 9） ．
［7］王

2008 年第 9 期。
堃 张将星： 《我国部属师范大学师范生媒介素养现状调查研究报告》，载《大学·研究与评价》，

［8］李志河： 《大学生信息素养教育》，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68 页。
［9］《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网络强国》，http： / / media． people． com． cn / GB / n1 /2016 /0426 / c402863 － 28306205． html
［10］《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http： / / theory． people． com． cn / n1 /2018 /0827 / c40531 － 30252348． html
［11］周文凯： 《新媒体信息化对当代大学生的影响》，载《教育教学论坛》，
2014 年第 31 期。
［12］沈

2018 年第 4 期。
洁： 《大学生网络素养与核心价值观认同》，载《当代青年研究》，

［13］黄楚新 张
［14］张

2015 年第 1 期。
安： 《网络新媒体： 青少年发展面对的双刃剑》，载《中国青年社会科学》，

2016 年第 8 期。
端： 《试论公民媒介素养在社会核心价值观建构与传播中的意义》，载《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15］《营造 公 道 正 义、共 建 共 享 的 安 全 格 局》，http： / / theory． people． com． cn / n1 /2018 /0822 / c40555 － 30243548． html？ from
= singlemessage
［16］吴智灵 钟

艳： 《关于大学生网络素养教育体系构建的研究———以三明地区高校为例》，载《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 下

2015 年第 31 期。
旬） 》，
［17］任艳妮 叶金福： 《大众传媒环境下大学生认知方式和信息接受习惯研究———兼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创新》，载《科学经济
2013 年第 4 期。
社会》，

（ 责任编辑： 王建敏）

· 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