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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社会青年政治信仰培育风险与应对研究
■ 王玉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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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积极应对网络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政治信仰培育风险 ，
是时代新人

培养过程中必须正视与解决的现实问题。 青年政治信仰培育是主流意识形态
要求的政治信仰在青年群体中的社会化，网络社会使这种社会化变得更为复
杂，面临着不同程度的消解风险，主要包括非主流意识形态干扰影响的风险 ，接
受习惯与系统培育之间张力加大的风险 ，网络话语建构更新不及时所带来的风
险等。需要强化互联网思维，建构青年政治信仰培育网络生态共同体； 实时更
新网络话语，重构青年政治信仰培育的网络话语体系 ； 发挥青年的主体性，建构
青年政治信仰培育的网络主体参与机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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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社会中，信息传播的即时性与开放性使得人们更容易受到多元价值观念的影响 ，受到
因网络媒介的发展而带来的生产和生活要素变化的直接影响 ，从而使社会的流动性与复杂性增
强，人们会面对更多的不确定性、可能性甚至是意想不到的危害性 ，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各
种风险交融并存，但最为关键的是政治信仰培育的风险 。这种风险会在青年一代成长过程中产
生直接的消解和侵蚀作用，影响他们形成坚定的政治信仰。
众所周知，当代青年是伴随着互联网长大的一代人，他们的人生价值观正是在网络社会多
元价值观念的裹挟之下形成的，其政治信仰生成的意识形态环境具有前所未有的复杂性特点。
主流意识形态所倡导的政治信仰是否能够被他们所接受 、认同、相信、坚守，绝对不是简单的青
年个体是否正向发展的个别性问题 ，而是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未来发展与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实现的普遍性大问题 。积极应对现代社会变迁尤其是网络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政治
信仰培育风险，及时做好有效预防和化解工作，强化主流意识形态所要求与倡导的政治信仰教
育，是时代新人培养过程中必须正视与解决的现实问题 。

一、青年政治信仰的界定
信仰是“人们对某种主张、主义和价值理想的极度信服和尊崇，寄托着人的精神最高的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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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注和关怀” ，是在相信与认同基础之上至高的精神追求和目标的尊崇甚至是膜拜 ，它会产生
一种巨大的向心力，具有强大的内生自觉性动力，决定着人们的人生价值追求、思想观念与行为

选择，使人充满对信仰的热切向往与执着追求 。 信仰一旦形成，就会成为人们的精神支柱与行
动指南。信仰的笃定与持守使得人们能够直面重重险阻而初心不改 ，能够面对种种危难而无所
畏惧。信仰的力量是一种无穷的精神力量 ，信仰的目标是清晰明确的前进方向 。信仰是信念的
最高表现形式，信念是信仰在人们观念中的具体体现 ，决定着人们现实的行为选择。
个体信仰具有可塑性特征，因为个体必然受到一定社会的政治信仰 、传统文化、人生际遇等
因素的影响，打上鲜明的时代烙印、成长印记和意识形态色彩。青年政治信仰是任何国家、民族
都会着力强化培育的重要领域与内容 ，因为政治信仰的坚定会使青年将政治信仰与个人信仰有
机整合，更加明确奋斗目标、坚定追求、激发潜能，将国家民族的发展视为己任。 青年政治信仰
的培育与塑造关乎国家民族的延续 、发展与昌盛。政治信仰培育是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会着力
去做的重要工作，主要通过相应制度的建构、社会氛围的营造、培育内容的设定等强化主流意识
形态的要求，证明主流意识形态所倡导的政治信仰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
青年政治信仰是青年对一定政治理念 、政治理论、政治制度、政治文化、政治理想的信服与
尊崇，是青年对一定意识形态的认同、选择与遵从，表现为青年现实的政治价值取向与行为选
择。青年政治信仰培育内容更是主流意识形态强化的核心内容 。在新时代，青年政治信仰培育
内容为： 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尤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及共产主义最高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青年政
治信仰的形成，不是简单地进行我们所倡导的政治信仰内容外在灌输与强化的结果 ，而是要经
过青年主体对政治信仰对象或内容进一步了解 、理解、相信、认同、接受、实践、反思、再实践等内
化与外化有机结合的生成过程，即是青年政治信仰的社会化结果，而网络社会使得这种社会化
更为复杂，从而面临着诸多干扰性因素和被消解的风险 。

二、网络社会青年政治信仰培育风险
与传统社会的现存性、在场性与封闭性不同，网络社会的时空超越、信息爆炸与碎片化特点
使青年政治信仰培育面临着诸多显在与潜在的风险与干扰 。
（ 一） 网络社会的开放性，使培育工作面临着非主流意识形态干扰影响的风险
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尤其是自媒体的普及使得互联网络平台更具有开放性，信息的流动
性与互动性明显增强，信息呈现爆炸性、海量状态和非线性的传播样态。从互联网了解信息、传
播信息、建构人际关系、娱乐休闲已成为当代青年的生活方式，利用互联网络载体展现自我、实
现多元创业与兼职的“斜杠”角色已成为他们所推崇的时尚潮流。 与以往青年相比，网络社会
赋予当代青年的政治参与机会明显增加 ，接受的意识形态影响更为多元，政治信仰培育的环境
更为复杂多变。在经济全球化、利益矛盾之争日趋激烈的现代社会中，网络空间早已成为现实
意识形态之争的聚集地和交汇场，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拜金主义、虚无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
义、保守主义等不同的意识形态通过多种表现样态存在于网络空间 ，直接影响青年对网络信息
的接受与选择，这对主流意识形态所倡导的政治信仰培育会产生不同程度的消解作用 。
青年对网络信息的接受与选择具有偶然性和必然性的特点 。 偶然性选择表现为他们会在
不经意间被网络有关信息所吸引，或者只是偶然地看到某种信息，因为看到而注意，或者因为信
息新奇而关注，这往往是一种悄然、无意间的信息选择，带有偶然的成分。必然性选择表现为青
年一定会关注相关的信息，一是社会高度关注的热点问题信息，二是被同伴群体所推崇与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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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息，三是因为自己的兴趣与爱好而愿意关注的信息 。 这些必然性的信息关注与选择，已经
表现出青年一定的政治认同程度 、人生价值取向和特有的青春情结，也构成了青年政治信仰培
育的思想与认识基础。但值得注意的是，青年群体往往具有很强的自主性特征与内在需求，他
们更愿意进行自主性的信息选择 ，这是他们发展所处的特殊人生阶段的必然表现与共性特点。
往往并不是因为信息内容，而是强化的方式更容易引发他们本能的反感与排斥。 一般而言，政
治信仰培育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必然要求与教育 ，往往会表现出一定的重复性、强化度和强制性，
容易引起青年的逆反心理，形成一种本能性的拒绝，或者是习惯性的拒绝，即这种强化方式的不
平等使他们失去兴趣。如果其他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所呈现的样态符合他们接受的特点与要
求，就能够被他们所接受与喜欢，这必然会对主流意识形态所要求的政治信仰培育起到一定的
消解作用。
（ 二） 网络信息的碎片化，带来信息接受习惯与系统培育之间张力加大的风险
网络信息传播元素的多元性与丰富性 ，使得网络信息所呈现出的样态更具有表现力与视听
的冲击力，表现出与以往缺乏反馈的线性信息传播明显不同的特点 ，即信息的碎片化与信息发
布主体的高度参与性。正是由于信息发布的主体参与度高，使得这些碎片化信息表现出个性
化、独立性的特点，因为信息往往被信息传播主体根据自己的理解与意图进行了肢解 、重置甚至
再造，使得这些碎片化信息相互之间的逻辑关系不强 ，信息内容多具有多重性与消散性的特征 ，
直观、浅在、多彩、参与是碎片化信息存在与流动的最为直接的特点 。自媒体的发展与普及使得
碎片化信息更是处于不断被复制 、创造的过程之中，微信、微博、QQ 群、微信群等交互影响的小
众群体或网络自组织不断涌现，而青年正是应用自媒体实现多种网络小众群体交流的主力军，
他们不仅在现实的强关系中建构网络自组织小众群体 ，而且充分利用网络资源与网络传播特点
来主动建构弱关系的网络自组织小众群体 ，来实现信息的交流、传播与利用，形成线上线下交互
影响与互动沟通的人际交往模式。他们就是生活在碎片化信息的汪洋大海之中 ，他们喜欢并善
于接受与传播碎片化信息，具有较强的信息捕捉能力、信息整合能力、信息使用与传播能力，有
着平等、尊重、参与和沟通的内在需求与强烈愿望 。
青年对碎片化信息接收、
传播的能力和习惯，与主流意识形态强化的政治信仰培育之间形成
了明显的现实张力，
即青年接受信息的习惯和能力与青年政治信仰培育的内容、方式之间存在较
内容偏重于理论性、系统性，培育的方式往往
大的张力。在我们现实的青年政治信仰培育实践中，
是单向灌输式、
任务导向式和目标要求式。理论性与系统性的培育内容，一般会强调理论内在逻
辑的自洽性与连贯性，
强调理论知识体系的合理性与完整性，这些理论知识往往具有一定程度的
而反复的单向强化方式容易因为简单的重复与反复的强调使结果淡化。尽管
抽象与枯燥的特点，
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已经开启了青年政治信仰培育范式的变革 ，如教师们开发的各门课程的慕课
在一定程度上符合青年碎片化的接受习惯 ，但往往只是时间上而非内容上的符合，内容和表现
样态往往还是传统的知识传授； 而线上线下的混合式教学方式注重线下课堂中青年学生的参与
性，因为这种还只是新生事物未能得以普及 ，其效果取决于教师对课程内容的把握程度 、对学生
能力基础与接受习惯的了解程度，以及对课堂互动的掌控能力，所以看上去适宜的培育方式，未
必能够产生应有的实效。而网络平台传播的其他有关主流意识形态政治信仰培育的内容也往
往是静态性、单向性的展示，缺乏参与性和互动性板块的设置。 单向度的信息传播只是体现传
播主体的需求而无法针对传播受众的内在需求 ，不仅表现出一种信息传播的不对称性，而且也
缺乏相互之间信息交流所应该具有的平等与尊重意蕴 。腾讯《00 后研究报告 》指出： 00 后更习
［2］
惯于在网络世界表达自己的观点 ，更加追求平等的对话与互动 。 所以，这种缺乏互动性传播
的培育方式，对自主性强、习惯接受碎片化信息的当代青年而言 ，会产生一种本能性与习惯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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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即使内容进行了碎片化改造，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也采用了符合青年接受的方式 ，仍会大大
降低培育的实效。同时，也会给那些符合青年接受习惯与特点的非主流意识形态以强化影响的
机会，使青年政治信仰培育面临着内容与范式变革不足所带来的现实风险 。
（ 三） 网络话语的更迭性，使培育工作面临网络话语建构更新不及时带来的风险
网络话语具有明显的更迭性特征 。教育部、国家语委近年来连续发布的《中国语言生活状
况报告》发现，每年网络都会产生很多的新词，甚至是热词，网络新话语如同潮汐一般，产生与
传播得快，隐退和消失得也快。网络话语的这种更迭特点正符合当代青年的接受习惯与群体特
征。青年喜欢新奇、喜欢变化、喜欢被关注、喜欢追潮流，他们就是创制与传播这些新网络话语
的主力军，他们愿意发明、接受与运用网络热词，并能够迅速变换自我的网络话语表达 。 一些由
青年自组织形成的网络载体如微信群 、QQ 群等往往会热闹非凡，因为这些网络群体基于他们
的共同兴趣、爱好，相互之间的交流话语相通，可以产生共鸣与共振。但一些因为学习或工作交
流方便而建构的青年学习或工作微信群则相对寂静 ，思想政治教育者于其中多数情况下也只是
处于潜水状态，只有在布置任务的时候才会出现简单的互动 ，尽管也是互动网络交流平台，但是
互动性并不强，最为重要的原因在于，平台基于任务导向，不少思想政治教育者缺少了解青年的
互联网思维，无从掌握青年的网络新话语，无法与他们同理与共情，更无法了解他们的所思所
想。一些官方网站有关青年政治信仰培育的内容也往往是传统的宣传话语 ，表现为理论性与抽
象性，缺乏与青年生活密切相联的生活化、具体化的内容，更缺少网络新话语表达创新的新颖
性，从而使青年政治信仰培育面临着范式转换与创新的难题 ，存在影响无力的风险。
在青年政治信仰培育过程中，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化要求思想政治教育者能够做到全员、全
过程、全方位的“三全育人”。新媒体时代“三全育人”的重要载体就是网络，发挥网络育人的作
用，形成网络育人的态势，但是网络育人的成效取决于思想政治教育者能不能及时了解与把握
青年的网络话语转向，是否能够及时更新与变换相应的话语，是否能够有效地利用现有的网络
平台来创新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的范式 ，是否具有与青年学习、生活密切相关的内容设定来
增强吸引力，是否能够形成影响青年政治信仰的网络优势资源 。 同时，网络表达具有即时性的
特征，青年政治信仰培育是否能够于日常的网络沟通与交流中得以呈现与实施 ，还在于思想政
治教育者是否能够了解与掌握青年网络话语的新表达 ，是否了解青年现实价值取向的思想基础
及外在的影响因素。因此，网络话语的更迭性特征，需要青年政治信仰培育不断建构 、更新网络
新话语，唯如此，才具有与青年进行对话与交流的共同语言和能力 ，才能切实增强青年政治信仰
培育的力度，形成线上线下培育的有机联动机制 。

三、网络社会青年政治信仰培育的策略
网络社会青年政治信仰培育面临着传统社会所不存在的开放性信息传播与影响的风险 ，这
种风险的复杂性与严峻性亟待建立相应的青年政治信仰培育风险防范机制 ，创新培育新范式，
有效预防与应对网络社会青年政治信仰培育中的不利影响与风险 。
（ 一） 强化互联网思维，建构青年政治信仰培育的网络生态共同体
与门户时代、搜索或者社交时代不同，我们已经进入了 Web3. 0 的大互联网时代，处于“每
［3］
个个体、时刻联网、各取所需、实时互动” 的智能生活状态。 互联网思维是指“在 （ 移动 ） 互联
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科技不断发展的背景下 ，对市场、对用户、对产品、对企业价值链乃至对整
［4］
个商业生态进行重新审视的思考方式 ，本质是发散的非线性思维。” 这是从商业组织发展的
角度界定的互联网思维，强调用户至上、注重数据、建构生态共同体，它要求以用户为核心，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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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的体验性、参与性，着眼“微”创新与“快”创新，实现平台之间的互联互动，从而实现共赢。
网络社会青年政治信仰培育除了要以信息技术的手段对不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风险性信
息进行有效监管之外，还在于有意识地建构有效的网络青年政治信仰培育体系 。它要求颠覆传
统的线性思维范式，培养与强化非线性思维范式，即互联网思维范式。 因为线性思维范式往往
表现出非常明显的目的性，所采用的方式也较为简单粗犷，这种意图、方式的明确指向性往往会
弱化或淡化培育效果。互联网思维范式则表现为开放性，是一种由点及面、由面及系统的发散
性、复杂性、系统性、整合性的思维范式，其目的实现的方式表现得更为隐性、多元，应用于青年
政治信仰培育之中表现为： 遵循以青年为本的原则，即以青年的视角、需求、特点、接受习惯为重
心、基础和出发点，利用各种网络信息元素，采用多元的网络信息技术手段，建构或创制青年喜
闻乐见的网络产品和表达方式，如对网络意识形态宣传产品与信息平台进行增强青年体验性与
参与度的设计与改造，保持对平台信息的迭代更新与创制，强化信息平台政治信仰宣传的社会
化与日常性内容及方式的设定，强调企业、商业、社会组织等平台的主流意识形态政治信仰培育
的渗透性、隐性化，加强平台之间的开放性、共享性与联动性，由此形成以青年个体及所处的网
络信息平台或网络交互平台为微观系统 、平台与平台之间的多维关系为中观系统、更广域的互
联网系统为宏观系统的青年政治信仰培育的网络生态共同体 ，形成大培育体系的、良性联动的
整体生态系统。
（ 二） 实时更新网络话语，重构青年政治信仰培育的网络话语体系
在自媒体发达的智能时代，网络空间成为人人皆可发声、人人皆受影响的重要场域，也是意
识形态之争最为重要、没有硝烟的战场，它是动态的、日常的、处于不断建构的交互影响之中。
如果青年政治信仰培育网络话语表达不新颖 ，则不会被青年所关注，更谈不上良好的培育效果；
如果社会热点问题在网络上不能得到及时的回应与引导 ，则可能会使有些非理性表达或错误的
观点成为主导，甚至会引发相应的网络舆情事件 ，就会错失青年政治信仰培育的良好契机 ； 如果
有的青年在微博、微信、QQ 等网络空间或群落之中所表达的烦恼与困惑无法得到及时的关注 ，
则可能会对其他人产生消极影响 ，或者使其本人进行不正确的归因，或者固化已有的消极观点
并转化为现实不恰当的处理行为 ，发生不应该发生的事情，甚至产生不良的现实后果。 建构及
时的网络互动反馈机制，是网络日常性风险预防与控制的重要手段，也是网络青年政治信仰培
育的日常性方式之一。互动反馈良好效果取得的前提是 ，思想政治教育者不仅能够站在青年的
角度去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而且能够实时更新与应用青年所常用与喜爱的网络语言与表达方
式和他们进行交流，于同理共情之中形成及时有效的互动沟通，从而形成日常性预防与控制机
制，化解网络青年政治信仰培育所面临的日常性风险 。
要注重网站、公众号等网络信息平台上主流意识形态青年政治信仰培育话语体系的重构 ，
可以采用漫画、视频、图像、故事等多种网络表达方式，对那些理论性、抽象性话语进行碎片化、
隐性化与生活化的创制，使之表现得更具有生动性、现实感，从而增强对青年的感染力与吸引
力。将主流意识形态所倡导的政治信仰培育内容的主题 、观点、价值取向、态度、行为选择等隐
藏于网络故事、图画、影像等的情节和细节之中，尽可能降低政治信仰培育意图表达的显性化，
使之呈现得更为委婉、含蓄、隐性，这种隐蔽而自然的表达方式会更受青年青睐 。
（ 三） 发挥青年的主体性，建构青年政治信仰培育的网络主体参与机制
政治信仰培育的效果判定，不仅是青年对政治理论知识掌握的程度，更是他们是否能够认
同政治立场、观点与方法并且在实践中去很好地应用与持守。 马克思一再强调，哲学家不要简
单地解释世界，而是要以实践去改造世界。在青年政治信仰培育过程中，强化青年的政治信仰
理论认知很重要，因为理论认知是青年主体进行现实判断与行为选择的基础和先导 ，但是，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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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认知不能有效地指导或者转化为日常实践 ，认知主体必然缺乏相应实践的体验与反思，所
学到的政治信仰理论知识只能是外在于个体的知识 ，而无法内化于个体自我的知识体系，更无
法外化为其自觉的行动实践。因此，青年政治信仰培育除了对青年进行政治理论 、政治制度、政
治理想的认知强化外，还要注重他们对这些理论知识的应用和实践，注重引导他们在实践环节
主动参与、体验、反思等，形成政治信仰培育的青年主体参与 、体验成长的良性机制。
青年群体具有很强的自主性，具有较强的探究意识与主体的精神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
充分了解、认识、尊重与运用他们的主体性和主体间性，要充分认识到： 在政治信仰培育中青年
不是被动的客体，而是具有主观能动性、具有主动选择性的主体，是具有自我教育能力与积极影
响同伴群体能力的培育主体。要充分发挥青年的主体与主体间性的作用 ，调动他们在政治信仰
培育过程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因为他们真正了解、熟悉与应用网络新话语与表达方
式，有着较好的网络信息应用能力与技术 ，将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作为骨干纳入官方网络信息平
台的信息创制与传播队伍，使得他们不仅能够创制与开发出青年喜闻乐见的网络信息，而且他
们在参与创制、开发相关网络信息内容与方式的同时 ，自己的政治认同与政治信仰也得以强化 ，
这是一种由己及人、同辈交互影响的培育过程。同时，要具有包容性，要将相当多青年自我创制
的网络信息平台和网络沟通平台纳入青年政治信仰培育的网络矩阵平台 ，建构包括青年自组织
平台在内的不同层级、不同特点的网络青年政治信仰培育阵地，尤其是青年自组织网络交流与
沟通平台，不仅能够增强平台的吸引力，而且思想政治教育者能够及时了解并发现可能存在的
网络舆情，为线上及时化解风险提供载体与契机，为线下做好风险预防工作奠定相关基础，以
此，可以促进不同平台的多层次发展 、多元发展与交融性发展，充分发挥青年的主体性，形成以
青年人有效影响青年人的良好态势 ，从而增强网络青年政治信仰培育的实效 。
结语： 挑战与机遇并存，风险与创新同在，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经验教训昭示我们的真理 。
尽管青年政治信仰培育在自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面临着诸多被消解的风险 ，但是也使我们进一
步认识到创新培育内容与范式的艰巨和重要 。在信息流动频繁与快捷、上网成为青年生活方式
的现代网络社会，青年政治信仰的培育也要与时俱进、依网而行。 要具有网络风险防范与控制
的意识与手段，培育的内容与范式更应该符合热点网络信息建构与传播的特点和要求 ，更应该
贴近或深入到青年网络生存的日常与现实 。 那种远离生活、远离网络、远离青年的深奥理论知
识，即使是至理名言、博大精深，如果与青年网络接受的习惯和应用实际格格不入，也往往很难
真正触动与影响他们，更难发挥其真理的力量。 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产生之日起就在不断大众
化、本地化地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普及与指导人们实践的发展路径 ，也是马克思主义永葆
生命力的根源所在。同样，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线上线下的有机融合，青年与青年的交互促
进，知与行的有机统一，是网络社会青年政治信仰培育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与必然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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