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1 卷第 2 期
2022 年 6 月

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JOURNAL
OF JIANGSU SHIPPING COLLEGE

Vol.21 No.2
20222022
年
Jun.

doi: 10.3969/j.issn.2097-0358.2022.02.012

网络青年亚文化视域下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创新研究
袁璟瑾 1，徐海涛 1，蔡

倩2

（1. 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学生工作处， 江苏 南通 226010 ；2. 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轮机工程学院，江苏 南通 226010 ）

摘

要：网络青年亚文化语言与传统语言文化相互碰撞、融合给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一定的冲击和挑战。 通过分析

网络青年亚文化环境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困境，反思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存在的话语权威性不高、效力性不强、吸
引性不足等问题，提出更新理念、优化内容、搭建载体、拓展渠道等思路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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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和主导权。随着互联
网技术的发展，
网络已然成为各种意识形态斗争的前沿。网络青年亚文化是当前一种新兴文化形态，
它为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传播提供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挑战。大学生正处于好奇心盛、创造性强但普遍缺乏理性
价值判断的年龄阶段，很容易受到网络青年亚文化的影响，一些学生出现不同程度的政治信仰模糊、理想信
念动摇等问题。此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科学性、合理性、
针对性就显得尤为重要。正视网络青年亚文
化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困境，探索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创新路径，切实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教育话语的影响力和实效性，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1

网络青年亚文化概述

尽管很多专家学者对网络青年亚文化进行了广泛研究，但目前还尚未形成有关“网络青年亚文化”的统
一或权威概念。要精准明晰的界定网络青年亚文化的实质，必须要从“网络”
“青年”
“亚文化”三个角度进行
深入探索和综合阐述，因此，我们既要考虑“网络”的传播特性，也要抓住“青年”这一特殊群体的特点，还要
善于分析
“亚文化”的具体表征，进而才能对其特质进行全面分析和综合理解。
网络青年亚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具有很强生命力和传播力的亚文化形态。从传播学角度来看，网络
青年亚文化是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网络的发展而产生的，以微博、论坛、社区等信息化网络媒介为主要载体的
一种专属于青年人自身文化表达的新型方式。从社会学角度来看，网络青年亚文化是由青年网众发展出来
的一种话语表达体系和价值判断逻辑，是当代青年针对当下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利用互联网虚拟空间和
传播优势做出的回应。从文化发展角度来看，网络青年亚文化是从主流文化中衍生出来的新兴文化，它既隶
属于主流文化，又是对主流文化的有益补充，主要发端于主流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特殊群体和个体。
综上所述，网络青年亚文化是指网络青年群体依托网络传播平台为载体，借助网络技术的支持，在当下多种
网络传播活动中形成的符合网络青年身心发展特点且反映他们共同价值观念的精神文化的总和。[1]
2

网络青年亚文化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创新意义

网络青年亚文化的传播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创新并行不悖，但是要想增进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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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我们必须明确通过网络青年亚文化这个流行的平台更好地发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载体和介质作用
的意义。首先，
网络青年亚文化视域下构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是把握意识形态主导权的要求，也是
有效培育高校学生“四个自信”的要求。网络青年亚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倾向话语西方化，引发社会思潮的多
样化，导致价值观迷茫问题。因此，
加强高校思想政治话语创新建设，有助于引领思想和舆论正确走向，引导
学生理性判断。其次，在网络青年亚文化视域下，创新高校思想政治话语体系有利于实现高校立德树人的根
其终极目标是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网络思
本目标。立德树人是高校人才培养的重中之重，
想政治话语体系具有较好的育人实效，而把握网络青年亚文化的传播优势，进一步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话语创新与网络青年亚文化的深度融合，才能最终实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践创新。最后，构建网
络青年亚文化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话语教育创新是新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高校思政工作者通过选择大众
化网络青年群体接受的方式，让他们想听、乐听、爱听，用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加以引领，进一步科学引导主流
意识和正能量传播。
3 网络青年亚文化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困境
3.1 话语权威性受到挑战
网络时代，话语信息共享打破了原来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作为唯一来源的无形之墙。在传统的思想政治
教育语境中，处于信息链底层的学生常常被动地接受信息，教师通过传统课堂教育，将筛选、甑别后的思想
政治内容以单向传送的方式传输给学生，占有绝对话语权。但在融媒体时代，人人都是媒体人，是发声的主
体，大学生群体更是社会网络媒体常客。例如，他们会在网络上对某些需要证明“我爸是我爸”的现象质疑和
吐槽；学生考完后发出的“我可能复习了一本假书”的情绪性宣泄着实在网络平台火了一把，随后衍生出的
“我可能上了一个假大学”的疑问也令人深思。这些贴近大学生日常生活的网络青年亚文化话语，一方面满
足了大学生在网络上积极的话语表达欲望，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大学生争取话语权的现实行动。在交互性互
联网平台的助力下，高校学生接受思想政治信息不仅仅来源于课堂，很多信息的掌握可能还优先于教师，使
教师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遭受冲击，其权威性正越来越受到挑战。
3.2

话语效力性遭到削弱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是教育领域特定的主流话语，具有意识形态性和导向性，旨在通过主体和客体之间

的交互活动，
促使学生构建主流价值认同。新时代大众的社会价值认同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造就了多元
话语信息，丰富了话语传播，满足了人们对各种信息的需求。然而，无屏障随意获取和表达信息的便利也同
时冲击着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效力。尤其在网络时代，信息传播过程会伴随一些错误思潮的涌入，这些思
潮潜移默化地渗透主流意识形态。当前社会发展进程中面临的教育、医疗、环境、资源分配等各种特定矛盾
经过网络发酵后，很可能成为网络青年亚文化素材，受此影响成长起来的高校学生，往往在学业、就业、社交
压力下对社会情绪的反应更倾向于网络青年亚文化特点。例如，他们常常会用“郁闷”来形容心情，用“崩
溃”来形容失败，用“YYDS”来表达对偶像的喜爱，用“佛系”来试图释放心中的压力。也有少数学生在网络上
滥用网络缩语、制造粗俗语言，就更具情绪化和随意化了。高校教师显然要敏锐地认识到，这些大学生真实
的思想动态和情绪状态恰恰是网络青年亚文化的具体表现，也反映出思想政治话语效力在一定程度上遭到
削弱。
3.3 话语吸引力逐渐退化
就互联网时代成长起来的 00 后高校学生而言，他们的思想更加独立、个性更加鲜明、个体诉求更加明
显。在日常学习、生活中，他们用稀奇、新颖的辞藻在互联网平台彰显自我个性，获取他人的关注和认可。而
网络青年亚文化语言正好能够满足他们猎奇求新，不安现状的需求。对他们来说，网络青年亚文化语言是一
个新的语言世界，一种新的生活模式。相比较而言，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具有较强的政治色彩，
缺乏生动性，
往
往不易被高校学生接受。因此，网络青年亚文化语言不断占据各大青年群体交流的网络平台。例如，有人将
原话“人生已经如此艰难，有些事情就不必拆穿”缩减为“人艰不拆”，类似的还有网络流行语“城会玩”
“累觉
[2]
不爱”
“杠精”
“考研党”等，都是大学生用来体现自我独特、标榜自己的个性心理展示 ，也是思想政治教育话
语吸引力逐渐退化的明证。

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68
4
4.1

2022 年

网络青年亚文化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创新思路

更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理念
时代的发展呼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理念的更新。首先，树立平等对话的理念。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和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在工作的主体、客体、
方法以及内容上都有差异。思政工作者需要更多地以平等对话的形
式开展工作，
消除学生对于传统说教的抵触心理。目前，以微信公众号为教育载体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做法
就是很好的示范，
“仍然在路上”
“南航徐川”
“萌哥有话说”等思政公众号在思政话语的表达形式和内容上做
了创新，以更贴合学生阅读习惯和需求的方式来传递教育的思想和力量，值得我们借鉴。可见，平等对话形
式能让师生双方在心灵和思想上更加认同，使得思想政治教育更加有效。其次，
树立话语共生理念。互联网
便捷、开放、包容的特征为话语表达提供了更广大的平台，一元文化转为多元文化，话语的表达更为丰富多
样。正因为有其自身的意识形态性，思想政治话语更要主动吸纳借鉴其他文化语言的传播优势，实现自身话
语创新，与网络青年亚文化语言和谐共生。最后，树立人文关怀的理念。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要对学生精
神世界进行有益改造，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进行情感交流，解决学生精神世界的困惑，让学生有归属感，
能够自我疏导不良的心理情绪。这样的教育过程要求教育者具备人文关怀理念，了解学生内心的真实需求，
运用有针对性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积极引导。
4.2 优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内容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内容规定了思想政治工作的目标、任务以及范围，其实质是对学生实现思想干
预、
价值引领、
政治引领、道德养成和精神塑造。网络青年亚文化的话语表达极为复杂多样，需要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者根据学生的发展需求优化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内容。首先，继承中华优秀传统话语。习近平强
调：
“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
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我们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
[3]313
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
高校学生容易对于网络青年亚文化不加辨别，
全盘接收，
其中
污化汉语的词汇不仅会干扰学生的文化选择和传承能力，也不利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其次，转化主流政治
性话语。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相对严肃、死板，我们需要从学生角度出发，将政治话语转化成平实、幽
默，大学生乐于接受的话语。最后，吸取网络青年亚文化中有益内容。网络青年亚文化流行用语新旧更替频
繁，教师只有不断分析和把握网络流行语、热点评论，增强对于网络青年亚文化的辨识度，通过创新思想政
治教育话语，
才能实现对高校学生的思想引领。
4.3 创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载体
在网络舆论环境中，网络评论更多的只是反馈当事人当时的直观情绪。很多高校学生由于缺乏基本的
媒介素养和辨识能力，容易在社会热点问题上陷入消极化社会评论影响怪圈，易轻信谣言，对未经证实的消
息随手转播，
造成网络暴力和网络发言失序。传统思想政治理论话语因无法彻底回应这些问题，往往造成话
语效力下降。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必须创新话语载体，包括理论话语和实践话语。创新话语载体一
方面需要创新理论话语。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必须适应大数据时代的发展，努力将理论话语转译成通
俗的教育理论话语，尽可能把抽象的思想政治理论内容数字化、图片化、视频化，以全新的视觉形式优化理
论话语。创新话语载体另一方面需要创新实践话语。在网络青年亚文化环境下，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只有接地
气，
才能增强思想政治话语效果，这需要思想政治教育教师做到思想政治话语故事化的表达，运用生动幽默
的话语深入浅出地表达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进一步提升思想政治话语实效，用思想政治理论去讲好时代故
事。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实践就是将思政话语生活化、故事化、生动化的过程。[4]
4.4

拓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渠道

目前，多数高校都通过建立微信公众号、官方微博、抖音账号等方式开展网络思政教育，并取得了一定
的效果，一方面，在了解当下高校学生需求的情况下，系统地获取、辨别资讯，利用融媒体传播资讯；另一方
面，
掌握互联网话语表达特点后，有效运用思想政治话语交流机制，贴合高校学生的阅读习惯开展思想政治
教育。可见，公众号、小程序、朋友圈、群聊完全可以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渠道，从以下四个方面着
手拓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渠道效果会更好。首先，高校通过加强微信平台建设，善用微信语音功能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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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感受到贴心服务，例如，学生遇到问题，第一时间便可以和思政工作者连线，不受时间、空间约束地在线解
决问题。其次，教师通过群聊或朋友圈传播高校思想政治话语。实现点到面传播的同时可以观察学生朋友圈
现状，了解学生思想及心理动态，发现问题及时引导和教育。再次，高校需要建设官方直播平台。网络直播作
为三大网络青年亚文化的形式之一，集文字、视频、音频于一体，满足了高校学生的视听体验，同时也成为高
校学生社交的一种重要方式。高校可以利用直播平台打造思想政治线上课堂，通过直播调动学生积极性。最
后，
高校可以借力易班等思想政治网络平台。通过线上线下活动强化网络阵地意识，更重要的是建造一支政
治立场过硬、理论素养深厚、网络思想政治经验丰富的思政队伍，管控好网络青年亚文化传播平台，净化网
络环境，
更好地引领学生理性发声。[5]
5

结束语

网络青年亚文化的发展让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变得愈加复杂，但同时也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改革提
供更为广阔的空间。因此，高校教师应该正视网络青年亚文化所带来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权威性不高、效
力性不强、吸引力不足等问题，更要凝心聚力、协同发力，做到敢于发声、勇于亮剑，精准研判并及时纠正学
生受网络亚文化影响而出现的不当言论和错误行为。更为重要的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仍需进一步
掘网络文化资源，搭建影响力更大的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育人平台，利用平台与学生开展互动，在互动中实
践，在实践中推进，从理念、内容、载体、渠道等多方面积极优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创新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模式，这样才能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亲和力和感染力，从而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能动性和实
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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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flict and integration of cyber youth subcultural language and traditional language and cul－
ture have brought certain impacts and challenges to traditiona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By analyzing
the discourse dilemma of college’
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under the environment of cyber youth sub－
culture and reflecting on the problems of low authority, ineffectiveness, and insufficient attractiveness in the dis－
course of colleg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t proposes the ideas of updating concepts, optimizing con－
tents, building carriers, as well as expanding channels to promote the discourse innovation of college’s ideologi－
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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