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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条件下的党史宣传与教育创新

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研究员 方增泉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习近平

总书记在一系列重要讲话中指出：

“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

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强

调要着力抓好青少年这个群体，注

重发挥互联网等现代传媒在人们

工作和生活中的独特作用，加大党

史宣传教育和党史知识普及力度。

高校是党史研究教学的主阵

地，也是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

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基地。在移动

互联网时代， 随着 QQ、 微博、微

信、飞信、APP 客户端等新媒体应

用技术的出现，媒介形态和信息传

播方式发生了巨大改变。大学生是

使用新媒体最普遍的群体，新媒体

独有的信息传播特点深刻改变着

他们的学习、生活和思维方式。 充

分认识和把握新媒体时代的特征

与规律，发挥新媒体在党史宣传教

育中的积极作用，不断增强党史对

大学生的吸引力、 说服力和感染

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

题和任务。
第一，建设“移动网络党史课

堂”， 用新媒体技术占领党史教育

主阵地。

实践证明，线上和线下相结合

的教学模式比传统的单一课堂教

学 模 式 效 果 更 好 。 慕 课 （MOOC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
以其“大规模”、“开放”、“交互性”、

“真正精品化的微课程资源”、“基

于大数据的分析与评估”等优势受

到了大学生的青睐，随时随地可以

学习。 目前，国内慕课平台主要有

清华大学主导的“学堂在线”、上海

交通大学的“好大学在线”、深圳大

学 致 力 推 动 的 “ 优 课 ” 联 盟

（UOOC）等慕课平台。 “微课”则是

按照新课程标准及教学实践要求，
以视频为主要载体，记录教师在课

堂内外教育教学过程中围绕某个

知识点或教学环节而开展的精彩

教学活动全过程。党史教育必须运

用互联网思维， 拓展网络平台，建

设“移动网络党史课堂”，开辟基于

移动互联网的全新党史宣传渠道，

立体式、 全天候地覆盖大学生群

体，有效推进党史宣传教育工作向

深度和广度方向发展。

“移动网络党史课堂”的内容

不在于面面俱到，关键要坚持问题

导向， 从师生普遍关注的党史知

识、理论难点、重点问题入手，发挥

高校的学科优势、专家优势，把党

的重大历史问题讲清楚、 讲明白，

回答质疑，消除困惑，给学生们提

供辨别是非的标准。通过组织网上

课堂讨论、 经典音视频资料观看、
在线答疑等课程环节，进一步调动

学生学习党史的积极性，生动形象

地将党史知识、情感认同和价值观

教育渗透到大学生思想教育中，进

一步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第二，建设全媒体平台，用喜

闻乐见、生动活泼的形式开展党史

宣传教育。

以微信、微博、微视、APP 客户

端等为代表的移动新媒体引发了

信息流动模式、 社会话语形态、价

值传播方式的巨大变化。新时期的

高校党史宣传教育工作，要充分发

挥这些新媒体开放性、互动性和信

息容量大等特点， 建设全媒体平

台， 注重各种传播方式相互衔接、
有机统一， 做好党史教育宣传工

作。
加强党史研究成果的转化和

优秀文艺作品的推广，通过全媒体

平台，进行二次和多次开发、传播。

传统媒体是二维的，而全媒体则是

多维的，它能将文字、图像和声音

有机的组合在一起，传递多感官的

信息，大大增强了宣传的实效。 目

前，一些党史研究成果和优秀文艺

作品的传播渠道比较单一，社会影

响力和教育效果比较弱。高校党史

宣传教育中，要有意识地加强党史

教育资源的整合， 构建以微博、微

信、APP 客户端等为核心，以高校

和院系分党委（党总支）、党支部、

团支部、党史社团协会为成员的全

媒体方阵。 依托全媒体平台，打造

“党史每周（月）一课”、“党史上的

今天”、“党史人物” 等党史教育品

牌栏目，扩大社会影响力。
创新党史传播形式，发挥新媒

体的放大器效应。 运用微电影、微

视频、微动画、互动游戏、角色扮演

等形式， 生动活泼地传播党史知

识。北京电视台和北京市委党史研

究室摄制的 《京华抗日战地行》微

视频，就是传播形式的创新，增强

了作品的感染力。高校要加强这些

影视文化资源的挖掘，努力向师生

热门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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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时代，伴随着海量信息

的涌现，针对互联网歪曲党史国史

现象，应落实属地管理责任，突出

关键环节，夯实监管基础，创新工

作机制，多措并举，不断强化政府

治理力度。
一、建立领导体系，健全协同

机制。 组建由市网信办、市委党史

研究室等部门构成的工作小组，党

史研究室会同网信办把“党史和国

史”等内容纳入网络新闻信息工作

的培训中， 邀请知名专家学者授

课； 双方共同探索借助新媒体平

台， 强化党史国史的正面宣传力

度；建立“清理歪曲党史国史内容”

的长效工作机制，列入年度工作计

划。与市委党史研究室建立协同工

作机制，双方定期互通各部门了解

和搜集到的网上歪曲党史国史内

容的信息，形成资源共享、信息互

通的新优势；建立各部门对难点热

点的适用原则，对重大典型线索进

行研判。建立专班进行自主监看调

控，认真落实新闻、互动、客户端等

具体工作审看，抽调专人组成专项

工作小组查缺补漏。 同时，充分调

动发挥社会监督力量，指导首都互

联网协会动员网络监督志愿者，针

对属地网站各环节存在的歪曲党

史国史信息进行举报，配合专项工

作深入开展。
二、召开专题会议，部署具体

工作。将整治互联网歪曲党史国史

内容作为一项长期工作， 常抓不

懈，始终保持高压态势。 定期召集

北京属地 34 家重点网站负责人，

举办清理网上歪曲党史国史内容

专项工作会议。随时针对网上存在

的歪曲党史国史现象，要求网站在

新闻、 互动等各环节全面排查，尤

其是对微博、贴吧、新闻评论、历史

频道中调侃讽刺攻击我党历史人

物，以揭秘为幌子歪曲史实、打着

学术研究旗号解构我党历史观的

段子、 贴文等各种信息进行清理，

不留死角。
三、突出关键环节，组织自查

自纠。对网上歪曲党史国史相关舆

情的调控保持高压态势， 对微博、

贴吧、论坛等互动环节容易存在问

题，造成恶劣社会影 响 的 关 键 环

节，组织属地新浪微博、百度贴吧

及各网论坛开展自查自纠，进行全

面清理， 采用人防技防相结合，打

强化歪曲党史国史的政府治理力度

北京市网信办副处长、调研员 刘晓红

提供更多更好的优秀党史文化产

品。 一些高校也可以借鉴此方式，
挖掘高校的党史文化教育资源，发

掘与高校紧密相关的党史人物、党

史故事，采用体验式、互动式的传

播方式， 更好地宣传党史知识，开

展思想教育。

注重新媒体互动宣传教育，提

高大学生的参与度。大学生不是被

动的受众，只有鼓励他们更多地参

与互动交流，才能潜移默化接受教

育。高校要运用微博、微信、APP 客

户端等的互动手段，提供个性化的

党史知识辅导、咨询，解答大学生

比较关心的热点问题，讲解党史中

的趣闻轶事，寓教于乐。 主动占领

党史宣传教育的网络阵地，培育以

知名党史专家、辅导员、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师等为代表的校园意见

领袖，运用新媒体平台，进行党史

知识的科学普及，努力营造向上向

善的精神力量。
第三，建设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社会实践平台，用特色主题教育活

动深化党史宣传教育。

利用新媒体技术进行党史教

育不能只停留网络上、电脑上、手

机上，沉迷于网络世界，而是要使

大学生真正“动起来”、“走出去”，

有一个真实的体验和认识， 在实

践中和互动交流中受教育。 网络

受众的正确历史观需要用宣传正

确的理念去培育， 通过积极地组

织和引导， 用实践和事实帮助网

络受众确立正确的历史观， 增强

社会责任感。

高校在组织师生参观党史纪

念馆、红色文化景观、革命传统教

育基地的同时， 应有意识地布置

一些“课后作业”，可 以 让 师 生 在

参观过程中通过微博、 微信、APP
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展开交流互

动，深入挖掘党史事件、人物背后

的故事， 增强对党史的认识和理

解， 丰富社会实践活动和革命传

统教育，同时发挥社会辐射作用。
高校也可以结合一些党史纪念日

和时政热点， 通过一系列丰富多

彩的网上网下宣传活动， 如开展

有奖问答、 党史知识竞赛、 辩论

赛、征文等主题活动，铭记历史、

宣传党史， 在校园里营造学习党

史的网络文化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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