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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辅导员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建构
———基于网络语言视角

*

谢 群，徐建军
( 中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3)

摘 要: 话语是高校辅导员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手段和媒介，掌握话语权就是掌握主动权，话语权由不

可放弃的话语权利、主流意识形态代言人的话语权力、体现个人魅力的话语权威构成，三者共同指向话语权思想引

导的本质。网络语言的流行成为窥析大学生思想动态的窗口，随着网络语言和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差异性逐渐

扩大，其以解构属性存在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中，并映征了辅导员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困境。破解困

境，高校辅导员要应网络语言之势而为，从权利维护好———话语有方、权力运用好———守土有责、权威树立好———
信师亲道三条路径构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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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从根本上说是做人的工作，人在哪儿，高

校辅导员工作的重点就在哪儿。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深刻改

变着信息获取方式和思维方式，改变着舆论生成方式和传播

方式，对当代大学生而言，网络即生活，网络语言作为网络生

活交流的一种形式，蕴含了大学生的真情实感，折射出大学

生的价值观念，是高校辅导员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掌握

话语权的重要窗口。
传播媒介和传播形式带来的话语权变迁引起当前学界

的关注，相关学术研究颇为丰厚: 在知网以“网络思想政治教

育话语”为关键词的检索量达 550 条，如骆郁廷和魏强的《论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网络文化话语权》、沈建红的《网络文

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话语体系构建》、邱仁富的《思想

政治教育话语创新论》、李庆华和李志飞的《论思想政治教育

话语权》等; 著作方面，主要有吴琼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发

展研究》、葛红兵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研究》、洪波的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范式转换研究》、邱仁富的《思想政治教

育话语论》。从总体上看，相关的学术研究逐渐丰厚，但尚未

形成较为系统、全面、综合的理论体系，表现在网络思想政治

教育话语权的定义尚未形成一致、规范的概念，不同的学者

从不同的角度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及话语权作出定义。
作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之一的高校辅导员，其话语权的

研究还尚不充分。因此，本文基于网络语言的视角，探讨高

校辅导员网络思想政治话语权的建构路径。

一、思想引导: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本质
随着网络即生活的态势愈来愈明显，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逐渐发展为一种新的思想政治教育生态。辅导员掌握这种

生态下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掌握话语

权就是掌握主动权，话语权由不可放弃的话语权利、社会主

流意识形态代言人的话语权力、体现个人魅力的话语权威构

成，三者共同指向话语权思想引导的本质。
( 一) 辅导员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定义

思想政治教育是向受教育者昭明一定阶级、政党、社会

群体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的社会实践活动，从根

本上说是做人的工作，其价值旨归在于使社会成员形成符合

一定社会、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是基于网络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依托计算机及网络技术，基

于虚拟社会的认知特点，应用于网络传播和教育方法，向受

教育者彰明思想道德、政治观念的形式。［1］87－90当前学界大多

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视为现实思想政治教育在网络社会的

拓展和延伸。对此，笔者持不同意见，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具

有现实思想政治教育的共性，但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

形势来看，以现实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来开展网络思想政治

教育则会存在场域失效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我国

网民有近 7 亿人，很多人大部分信息都从网上获取，必须正

视这个事实，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重中之重来抓。”［2］204在当

前环境下，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正逐渐发展为一种新的思想政

治教育生态。
辅导员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必须正视当

前的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积极运用新媒体技术使工作活起

来，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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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主动作为、主动出击，抢占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阵地的主

导权，增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亲和力和吸引力。话语是辅

导员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手段和媒介，谁掌握了话语

权，谁就能引导舆论、引导社会心理、引导思想潮流。

对高校辅导员而言，理解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定

义是做好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前提。关于话语权，按照

法国思想家福柯的界定: “话语是一种事件，也就是说，话语

是在特定的环境中，由特定的言说主体，针对特定的问题，为

着特定的目的，以特定的形式和手段说出或写出的言语。一

种话语一旦形成，它便有了自己的意义世界，形成了自己特

定的 规 范 和 概 念，构 建 了 自 己 的 场 域，从 而 排 斥 其 他 语

言。”［3］98－102从福柯对话语权的描述来看，思想政治教育本身

就蕴含了一定的话语权，结合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念，笔

者认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是话语主体基于网络，依

托计算机及网络技术，基于虚拟社会的认知特点，应用网络

传播和教育方法，向受教育者彰明思想道德、政治观念的影

响力。高校辅导员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则是以辅导员

为话语主体所产生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影响力。
( 二) 辅导员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构成

抓住事物的本质就是要抓住事物的特性。笔者认为，高

校辅导员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由三部分构成: 不可放弃

的话语权利、主流意识形态代言人的话语权力、体现个人魅

力的话语权威。

权利是在人与人相对存在的社会状态之中存在的，也总

是以一定的社会承认作为前提的。辅导员和学生是一种相

对关系的社会角色，在这个岗位上，就蕴含着学生对其地位

的承认。同教师站在讲台有授课的权利一样，辅导员也有网

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利，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网络思想政

治教育话语具有实现的可能，二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能

产生实际的作用。作为高校辅导员，话语权利是和义务一体

的，它规定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利的不可放弃性，尤其在

当前网络成为思想政治教育新阵地的趋势下，辅导员必须站

出来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一旦辅导员放弃了网络思

想政治教育的话语权利，就会陷入思想政治教育懈怠、渎职，

放任网络各种价值观念不予置评，将会引发严重的后果，而

且这种后果还将从网络流向现实，削弱现实思想政治教育的

实效。因此，高校辅导员要意识到当前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

语权是一种“必须要说、必须敢说、必须能说”的权利，做好大

学生发展路上的把关人和领路人。
权力是一种能动的支配的力量，权力的运行寄于担当一

定公共职务的人，权力并不具有私属性，而是一种公职行为。
从权力和权利的关系来看，辅导员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

权利需要权力作保障，由此才能产生有效影响。高校辅导员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力的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 其一，

话语权力侧重于话语权的强制性和排他性，是一种阶级或利

益集团的意志。辅导员所居的职位属性规定了其作为社会

主流意识形态的代言人必须要传达主流的思想、主流的声

音。其二，相关的法律、规章、制度为辅导员网络思想政治教

育话语权力提供了后盾，规章制度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导向，

是辅导员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依据。
权威是一种关系概念，是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权

威是使对象自愿服从的能力。它强调权威是一种个人或组

织所拥有的使他人服从的能力，而且这种服从是出于对象的

自愿。”［4］辅导员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体现为大学生

对辅导员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信从。辅导员网络思想

政治教育的话语权威来源有三: 其一，来源于权力，权威是具

有合法性的权力，辅导员的话语权力在权力对象眼中具有合

法性，从而产生信服力。其二，来源于辅导员的优势地位，

“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辅导员的优势地位体现在受教

育水平层面，高校在招聘辅导员时有严格的学历要求，这决

定了辅导员的受教育水平要高于大学生; 在理论水平层面，

辅导员的政治身份必须是党员，且经历过系统的上岗培训，

具备扎实的理论知识; 在丰富的人生阅历层面，辅导员相对

于大学生群体而言，具备相对丰富的生活经历，能够给学生

以启迪和引导。其三，来源于辅导员的智慧，“亲其师，信其

道”。智慧在于回答人最根源、最深层次的问题，洞察事物的

本质，解决的不仅是单个问题，而是从问题中寻找普遍规律

进而帮助学生解决一类问题。正是辅导员能够通过一系列

话语体系解决大学生在学习、生活、思想上遇到的问题，促进

大学生成长成才，才能由现实形成话语权威进而过渡到网络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其四，来源于大学生自身的理性判

断，权威是一种关系存在，除了权威者自身因素之外，权威对

象的理性判断也是权威得以形成的重要因素。大学生具有

自觉和自主意识，他们会对外界话语进行求证，当辅导员所

阐述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与大学生自身判断一致时，便

会产生信服力，形成权威。
综而述之，权利、权力、权威从三个方面阐释了辅导员网

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特性。不可放弃的话语权利要求

辅导员必须说; 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代言人的话语权力允许辅

导员能够说; 体现个人魅力的话语权威要求辅导员说得好。
“说”的最终目的在于“思想引导”，只有将网络思想政治教

育话语权根植于大学生的思想提升、全面发展，才能真正有

资格去抢占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阵地，才能使大学生

在网络生活中说社会主义的话、做社会主义的接班人、为社

会主义发展做贡献。

二、解构属性: 网络语言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

语权中的样态
语言是交流的工具，同时也是窥析言语者思想动态的重要

窗口。网络语言通过话语构成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逻辑

蕴含，随着网络语言和网络思政教育话语差异性逐渐扩大，网络

语言逐渐以解构样态存在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中。
( 一) 网络语言与网络思想政治话语权的逻辑蕴含

语言，作为人类用来表达和交流思想的工具，在我们的

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它是社会成员之间最

重要的联系纽带，是反映社会的一面镜子，投射出社会的发

展和变化。［5］23语言有几个要义: 一是人类用于表达交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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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 二是用于人与人的交往即社会生活; 三是有共认的意义，

也就是同一言语在多数人中会引起相同的反应。互联网技

术的广泛运用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存方式、思维方式和交往

方式，网络语言便是网络快速发展的产物。网络语言有广义

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网络语言是指与网络有关的专业术语和

特别用语，如硬件、软件、病毒、黑客、电子商务等。狭义的网

络语言是指在应用于网络交流并渗入到现实交往活动中的

词汇、语法规则等语言事实和语言行为，包括中英文字母、标
点、符号、拼音、图标( 图片) 和文字等多种组合。本文指狭义

的网络语言。

网络语言不等于网络话语，网络语言属于网络话语的一

部分。网络语言是一种符号化的表达，而话语一旦形成，它

便有了自己的意义世界，形成了自己特定的规范和概念，构

建了自己的场域。网络话语是伴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而产

生的，在特定的语境中由遵循特定语法规则的语言符合系统

构成，能够构建特定的社会秩序关系的网络意义体系，在这

个界定中有三层结构要素，即网络语言、网络语境和网络话

语权。［6］72－77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彰显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话

语意义。网络语言作为网络话语的一部分，为网络思想政治

教育话语产生形式逻辑和内容逻辑。在形式逻辑方面，网络

语言是基于网络技术的发展，它展现了当前互联网的技术热

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也需要把握这些技术热点; 网络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和网络语言一样，都缺乏身体在空间中的

行为动作，只能通过与网络语言具有一样路径的文本话语、

图片话语、符号话语、音频视频话语来实现; 同网络语言一

样，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遵循“编码－转码”的语法规则，

其不是把现实思政话语的内容照搬照抄到网上，要在理解以

网络语言为代表的网络思维方式和文化心理基础上进行“转

码”，以适应网络语境。在内容逻辑方面，网络语言是网络话

语需要掌握的一门“语言”，包括其产生原因、生产机制、演变

规律等; 网络语言是青年学生内心世界真情实感的流露，大

学生所选择并使用的网络语言则折射出大学生的价值观念

和思想意识，是网络话语需要关注的阵地; 网络语言使用者

和网络话语对象具有契合性，辅导员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

语对象是大学生，其是网络语言的主要创造者、使用者、传

播者; 网络思政话语蕴含着对理想网络空间价值形态、对大

学生形成符合主流意识要求的思想道德的希冀，但当前大学

生通过网络语言表现出来的状况与理想状态存在一定的差

距，这种实然与应然、现实与理想的矛盾，反映出网络思想政

治教育话语的必要性。
( 二) 网络语言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中的解构

样态

网络语言通过话语构成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逻

辑蕴含。但就网络语言功能及属性而言，作为民间话语、生
活性话语、随机性话语必然和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官方话语、

政治性话语、特定话语存在矛盾，随着网络语言和网络思政

教育话语差异性逐渐扩大，网络语言越来越以解构样态存在

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中，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意见领袖、资本掌控下的权利解构。权利的解构

来自两方面: 一是来自权利客体，二是来自权利的主体。以

网络语言为表征的意识形态较量愈演愈烈，你不发声我发

声，当前网络空间存在三个地带: 昂扬主旋律的红色地带，唱

衰、攻击社会的黑色地带，模糊摇摆的灰色地带［7］37－38，这三

个地带在高校同样存在，对于高校辅导员而言，若不能及时

发声，那灰色地带会偏向黑色地带，黑色地带会逐渐抢占红

色地带。我发声来你听不到，当前网络的匿名特性可以让大

学生进行传声选择，可以选择对辅导员进行网络语言的屏

蔽，导致无法及时了解到大学生的思想动态。你发声来我不

听，在相对存在的网络关系中，话语权利建立在大学生对辅

导员的承认基础上，当前网络语言的模糊性使辅导员无法确

认其是否承认，比如大学生经常使用的网络语言“然并卵”
“不明觉厉”以及各种表情包，甚至“潜水”式对抗性沉默等

等。不听你声听别声，看似自由的网络人人都有话语的权

利，实则不然，在网络空间中，真正有话语权的是一些大 V、
公知，以及当前出现的“网络权贵”，他们引导这网络舆论走

向，赋予网民虚假的权利，在一些别有用心的“意见领袖”的

引导下，不少大学生失去判断，如“网络阅评员”是相关部门

的舆论向导员，“五毛党”的网络称呼对其带有明显蔑视的意

味。同时，辅导员自身对网络语言把握不准，谈网色变，进而

导致话语权利懈怠。

第二，价值多元、资源分散下的权力解构。权力解构体

现在三个方面: 谁的权力、因何解构、被谁解构。高校辅导员

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力是由其所在位置决定的，“思

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由场域权力解构中的位置赋予，本质上体

现的是一种社会关系和存在状态，即场域中说者和听者不同

的位置关系，控制与被控制的社会关系”［8］89－94。而一旦转移

到网络空间，这种位置关系便显得弱化，最直观地体现为网

络语言所呈现出来的话语对抗性。位置的权力是一种公权

力，这种公权力以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为依据，也就是合法

性体现，但在网络社会中，包括网络语言在内，既缺乏相关的

法律条文或者说辅导员对此意识淡薄，又缺乏相关的学科规

范，这客观上造成了网络语言的众声喧哗，进而造成网络思

想政治话语权力的旁落。被谁解构的问题更多的表现为权

力的稀释，在现实思想政治教育场域中，辅导员可以通过“一

对多、多对一”的形式开展，但到了网络社会，由于大学生点

状布局，加上各种网络语言层出不穷，对辅导员来说很难精

准把握到每一个点，从而导致集约的思政话语权力转而为分

散的网络思政话语权力。
第三，话语差异、去中心化下的权威解构。网络语言对网络

思政话语权威的解构主要在这几个方面: 其一，优势地位的解

构，网络的海量信息给大学生提供了多样的选择渠道，也就是说

他既可以听A 的，也可以听B 的，辅导员所阐述的信息内容也完

全可通过网络获取，传统的“闻道有先后”在网络社会被逐渐消

解，甚至出现大学生知道的而辅导员不知道，大学生早已经熟知

的辅导员才刚接触，从而逐渐失去信息优势地位。其二，去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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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语境。“当前，人们的话语体系日趋现实和功利，而网络的出

现加速了去权威化的过程，传统的‘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区

分正在模糊，在这种情况下，网络话语‘发起者’和‘参与者’的

划分更加符合实际，他们共同制造全新的网络话语，表现为抗拒

一本正经的说辞，体现明显的后现代特征。”［9］47与现实思想政治

教育有明确的教育中心和内容不同的是，在众声喧哗的网络空

间，没有绝对的中心，人人都有话语权，人人都可以表达自己的

情感和诉求，因而解构了权威。其三，不理性判断，网络语言体

现出网民的价值判断，网络的匿名性以及去个性化特征很容易

使大学生陷入不理性判断的境地，这种不理性判断会导致对辅

导员的网络思政内容产生逆反甚至抵触。其四，“虚拟－现实”的

非良性循环。网络语言形成于网络，它代表一种文化心理、思维

方式和表达方式，也不可避免地会向现实生活渗透，对现实形成

强大的冲击，现实中形成的特质，又反过来影响大学生在网络生

活中的心态，“现实－虚拟”循环，解构权威。

三、表现形式: 网络语言映征辅导员网络思想政

治教育话语权困境

网络语言的解构属性中映征当前高校辅导员网络思想

政治教育话语权困境，具体表现为: 在以网络语言为主导的

话语格局中辅导员处于弱势地位; 在网络语言传播语境中辅

导员表现出不适; 在网络语言交互中形成话语壁垒，阻滞辅

导员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传递。
( 一) 弱势地位———以网络语言为主导的话语格局中存

在缺失

网络社会地位必然和现实中的地位密不可分。在现实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是大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的重点，辅导员虽然是其中骨干力量，但缺乏理论课

老师所具备的知识储备和理论素养，使其在学科和学术话语

中处于不利地位; 辅导员集教育、管理、服务于一身，这就决

定了辅导员还须从事大量事务性工作，这牵扯了辅导员大量

的精力，难以更好的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辅导员位于学

校党政管理体系的底端，承担上传下达、贯彻落实的任务，时

刻受到上层管理权的驱使，这客观上导致了辅导员在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中容易遭受话语权旁落; 辅导员自身水平参差不

齐，无法把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融入到日常事务性工作中。
弱势地位由现实及网络。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信息社

会，在很多信息及能力的掌握上，辅导员不一定高于大学生，

“话语即权力”，不具备信息优势就不具备话语权力，也就不具

有优势地位。与现实不一样，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并不和教育

对象进行接触，而是通过网络上的痕迹和只言片语，这就导致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无法真正走进受教育

者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碰触受教育者的心灵，话语效力被

悬置于大众生活世界之外，话语效果逐渐下降，无法真正实现

思想政治教育主导话语的精神认同”［10］199－202。德国著名的哲

学家雅斯贝尔斯在《什么是教育》中写道: “教育的本质意味

着，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

醒另一个灵魂。”［11］32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者来说，若不能走进

教育对象的内心世界，则难以达成教育之本质，客观上导致在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格局中处于弱势地位。
( 二) 语境不适———网络语言传播话语环境中的形势

复杂

所谓语境就是在特定空间中由一定话语形式、规则、心
态等共同作用形成的意义环境。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语境除

了要具备现实思想政治教育语境特征之外，还须结合以网络

语言为代表的网络语境特征。这对辅导员网络思想政治教

育能力提出了高要求，一部分辅导员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

的本质和规律掌握不到位; 对相关的政治性话语、规则性话

语吃不透、理解不准; 对语言表达规律认识不到位、容易照搬

政治性大话套话，缺乏话语表达的鲜活性和生动性，容易给

大学生造成一种单调、生硬的感觉，导致难以被学生接受，难

以转化为有效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作为高校辅导员，

既要保持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代言人的政治性、严肃性，又要

能够轻松活泼，与大学生打成一片，这要求辅导员具有较高

的话语把控能力，做到工作有分寸、人格有魅力。在网络多

元化语境下，部分大学生盲目追求“异质”话语，挑战思想政

治教育话语，社会主流价值取向反倒受到奚落和调侃，面对

这样冲击和解构的环境，部分辅导员会显得无所适从。

复杂的形势也是造成辅导员语境不适的重要原因。西

方敌对势力从来没有放松对大学生的思想渗透和价值植入，

当前蕴含着意识形态的较量愈演愈烈。随着互联网技术的

不断发展，作为有力的传播工具和载体，网络日益成为国内

外思想文化交流、交织、交融、交锋的平台。西方国家借助其

技术优势、话语霸权、消费植入、价值包装等手段对大学生进

行思想渗透，鼓动一些具有攻击性、低俗庸俗媚俗的网络语

言横行，污染整个网络环境，以达到扰乱学生思想和行为，破

坏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实现其自身国家利益的目的。尤其值

得重视的是，随着“互联网+”的兴起，网络与实体经济形态

逐渐深度融合，随之而来的消费意识形态性也以更加隐蔽的

形式大行其道，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要警惕“在市场经济大环

境下，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工具性价值日益上升，理性价值

逐渐被消解、理性价值的使命因知识本位、技术至上等外在

因素而异化”［10］199－202。
( 三) 话语壁垒———网络语言交互中话语传递的信息

阻滞

网络及网络语言使大学生的自主性得到极大的提高，顺

应了大学生对个性化信息的需求，给大学提供了一个较为独

立和封闭的信息获取和接收渠道。但同时，这也在教育主客

体之间形成了一道信息屏障，最典型的就是当前的微信朋友

圈，它将线下的熟人社会移植到线上，只有互为朋友才能看

到对方动态，或者即便是朋友，只要进行设置，也可使对方不

能看到自身动态。信息屏障形成话语壁垒，造成两个困境:

里面的看不到———大学生思想动态把握不准，大学生在网络

社交中的信息传播，更是一种自我个性寻求认同的表现，折

射出大学生的思想动态，这是教育者最需要关注的信息，但

若大学生对教育者树立屏障或有选择性地开放一些信息，那

么教育者就无法把握大学生的真实思想动态; 外面的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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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无法精准传达，大学生有自己的信

息获取渠道，当前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平台逐渐增多，有内

容并不等于有效果，若传播的信息难以让大学生产生共鸣，

那主流声音很容易被“取关”，而且当前商业化运作的平台紧

紧抓住大学生的兴趣点和用户需求，为大学生“定制”内容，

这部分平台分流了大批大学生用户，从而使大学生对其产生

黏性。除了在内容提供、功能覆盖、平台运营等方面存在不

足之外，即便大学生关注了相关平台，但实际上如果大学生

不主动去点开浏览的话，这些教育信息同样会失灵。

四、因势而为: 网络语言视角下辅导员网络思想

政治教育话语权建构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上强调: “做

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要

遵循思想政治工作规律，遵循教书育人规律，遵循学生成长

规律，不断提高工作能力和水平。”［12］在当前以网络语言为

表征的网络文化形势下，辅导员要因势而为，积极把握网络

语言这种现象，转挑战为机遇，化困境为佳境，牢牢守住网络

思想政治教育阵地，控制话语权。话语权不是在沉默中得来

的，话语权也只有通过话语才能取得，如何构建网络思想政

治教育话语权，主要从权利维护好、权力运用好、权威树立好

三个层面进行。
( 一) 权利维护好———话语有方

第一，不可放弃权利要求敢说。话语是辅导员开展网络

思想政治教育最有力的媒介，因此辅导员要敢说。敢说不是

口无遮拦乱说，是发现在网络上出现不符合社会主流意识的

言论和行为时要敢于站出来制止，并有理有据; 敢说是要树

立大数据思维，“大数据不仅仅是一种技术，而且是一种价值

观、方法论，，我们面临的不是随机样本，而是全体数据; 不是

精确性，而是混杂性; 不是因果关系，而是相关关系。”［13］13通

过大数据技术，实时了解大学生的思想动态，形成每周校园

舆情热点报告，对一些即将或可能产生的舆情苗头进行及时

干预，防患于未然。敢说要积极利用新媒体工具说，积极开

通微博、微信、QQ 等，并定期浏览学生的朋友圈、QQ 空间，捕

捉大学的思想行为动态，采用私聊、评论、点赞、转发等微方

式引导大学生思想走向。
第二，提升教育效果要求常说。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非一

日之功，其实效及话语权大小取决于话语持续度，辅导员要

树立持久战的心态。常说要在与学生互动中说，辅导员和大

学生任何一方都不应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唱独角戏，辅导

员话语权的建构，应主动为之，一方面，要针对大学生关注的

时事热点，通过线上或线下形式，积极开展话题互动; 另一方

面，在学生活跃的网络社交空间，通过议程设置，在互动中传

递主流意识形态。常说要在共域中说，在开展教育话语时要

通过具有意识形态性的音乐、影视、案例等构建教育场域，使

学生能够自觉地感受场域氛围，将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

内化。常说要在交锋中说，毛泽东指出:“正确的东西总是在

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
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

而发展的。”［14］230辅导员要时常参与网络交锋，正面回应焦

点问题、疑点问题、难点问题，引导大学生形成清晰、冷静、客
观的心态，避免被错误思潮影响。

第三，打破话语壁垒要求巧说。受教育者的话语屏障为

教育话语设置了壁垒，巧说要求避免大话空话、套话，用鲜

活、简洁、精悍的话语体系去迎合大学生的话语口味，这样的

话语体系“不是高高在上讲道理，不是板脸教训人，而是言之

有物、言之有情、言之有文，读来可亲可近、可触可感”［15］。

避免抛弃语境的预设性话语带来的话语压迫感，通过贴近话

语对象，结合国情、民情，抓住对象的心理状况，用生动活泼、

朴实亲切的话语风格，增强话语感染力。
( 二) 权力运用好———守土有责

第一，说有政治性的话以树立鲜明旗帜。旗帜问题是立场

问题，立场问题是根本问题、原则问题，不同的立场对事物的看

法和评价不同。辅导员作为中国共产党员，在开展网络思想政

治教育中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大是大非问

题、政治原则问题上没有‘开明绅士’，一定要有鲜明的态度、坚
定的立场，敢于在风口浪尖上进行斗争。”［2］195辅导员在进行网

络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要开宗明义地阐述自己的立场和观

点，尤其在错误观点和思潮面前，要坚定地亮剑。
第二，说有科学性的话以理服人。科学性体现在理论的

彻底性，它决定了话语的说服力。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

辅导员要公正说话，在处理问题时不偏袒、不徇私; 要系统说

话，传递的观点和信息要具备一定的逻辑性、系统性和整体

性，不能前后矛盾; 要依规说话，话语的权力来自法律法规，

同样，话语权力的消解来自对法律法规的不遵循，这就要求

在教育过程中，对违法乱纪的行为要予以相应的惩处; 要彻

底说话，所谓彻底是建立在对话语内容本质的把握之上，马

克思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 而理论只要彻

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16］11 只

有彻底掌握理论，在面对以网络语言为代表的文化冲击中才

能理得清、说得明; 要现实说话，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不是

吹捧和回避，而是要直面现实问题，与时代接轨，在剖析现实

问题的基础上把事情说明白、把道理讲清楚，达到以理服人。

第三，说有趣味性的话以广泛传播。有趣味性的话不仅

能让人易于接受，还能广泛传播。有趣味性的话不是恶趣味

的话，不是低俗庸俗媚俗的话，也不是一味迎合当前网络语

言口味无底线的话。有趣味性的话旨在提高网络思想政治

教育话语的亲和力和针对性，要充分体现中国风格、中国特

色、中国能量。如脍炙人口的“习大大”“彭麻麻”以及其卡

通形象让人备感亲切; 广为流传的“给力”“点赞”“V5”“厉

害了”等，都形象生动地传播了正能量。趣味性要和思想性

相结合，在掌握网络语言规则和教育要义之下，适当将文本

话语向生活话语转变、单向话语向双向话语转变。总而言

之，只有将话语送到学生耳里、心里，才能真正发挥其作用。
( 三) 权威树立好———信师亲道

第一，提升自身人格魅力。“其身正、不令而行; 其身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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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虽令不从。”辅导员的权威积累于自身的一言一行，辅导

员应通过自我道德修养形成人格魅力，获得学生真正的认

可。辅导员不是独立于网络之外的，和大学生一样，辅导员

也具有“现实人”和“虚拟人”的双重性，若作为现实人表现

得人格高尚，作为虚拟人却品行低下，两者人格不一致，说一

套做一套，则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受教育者就会因

为对人的质疑而产生对其所说内容的质疑。人格魅力提升

还在于辅导员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情感温度，情感的表

现和抒发是人的天性，辅导员在进行教育过程中，不仅仅是

传递知识信息，更多的要将情感融入其中，寓理于情，以情动

人。辅导员将情感融入到话语中，对人性的关照体现的是一

种平等对话的姿态，这种姿态能够使学生受到“随风潜入夜，

润物细无声”的感召，产生思想上的共鸣，久而久之，由人格

魅力到话语权威便自然显现出来了。
第二，解决大学生实际问题。话语权威之处并不在于话

语有多么辞藻华丽、形式多变，其真正魅力在于解决问题的

价值性。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也是如此，要将解决思想问题和

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满足大学生的合理需求; 走进他们的

生活世界，尤其是兼具教育、管理、服务于一身的辅导员，必

须要树立服务意识，深入学生当中，真正了解他们冷暖，重点

关注学生在网络社交空间中的动态，切实帮助他们解决成长

中的实际问题和困惑。“亲其师，信其道”，人之亲近，归根到

底还在于对实际问题解决之中。
第三，以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为旨归。高校立身之本在于

立德树人，所立之“德”为社会主义之德，所树之人为全面发展之

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也必须紧紧围绕这个主旨，向学生

昭明真善美之本源价值。立德之本还在于树人，对人的关注应

成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根本，关注要从精神上的关怀，解

决思想上的困惑，引导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成为大学生成长过程

中的“摆渡人”; 从能力上的培养，提高大学生的思辨能力、甄别

能力等，引导大学生能在浩繁的网络语言中汲取有利于自身发

展的成长元素; 从知识上的传授，将网络安全知识、法律知识、科
普知识等输送到学生身边去; 从体魄上的强健，大学生花在网络

上的时间多了，花在强健体魄上的时间就少了，熬夜多了，休息

就少了，“感觉身体被掏空”似的网络语言折射出大学生一方面

意识到沉溺网络的危害，另一方面又是无法自制的吁叹。辅导

员作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者，要从人的全面发展考虑，将赋含人

本关怀的教育内容“转码”成大学生喜闻乐见的网络语言形式，

吸引学生，让学生愿听、爱听、常听，在学生判断、选择的基础上

实现话语权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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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of College Instructors’Discourse of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Education in the Network

XIE Qun，XU Jian－jun
( School of Marxism，Central South University，Changsha，Hunan 410083，China)

Abstract: Discourse is the important means and medium of network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education for college instructors． Having
the discourse means holding the initiative． The discourse is composed of 3 components: the discourse right that cannot be abandoned，

the discourse power of spokesman for social mainstream ideology，and the discourse authority which is full of personal charm． All the 3
components point to the essence of discourse． Nowadays，the popularity of network language provides a perspective to study the college
students’ideological trends，but the network language has a deconstructive property in network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education and
it brings about some difficult problems． To solve the problems，it is essential to construct college instructors’discourse in network polit-
ical and ideological educ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adjust measures to different situations and construct the voice in 3 approaches: maintai-
ning the right，utilizing the power and establishing the authority．
Keywords: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education; network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education; discourse power; college instru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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