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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网络舆情疏导机制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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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网络舆情是新时代高校提升治理能力面临的重要课题。本文回顾了近年来高校网络舆情的基

本情况，归纳总结了国内外代表性观点，从概念、理论等方面阐述了下一阶段的突破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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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Network public opinion is an important issue faced b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improve their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in the new era. This paper reviews the basic situation of network public opinion in uni- 
versities in recent years, summarizes the representative view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expounds the direction of 
breakthrough in the next stage from the aspects of concept and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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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国家领导人多次强调，要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

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牢牢地控制在手中。[1]网络

舆情已经成为建设网络强国的重要课题，而高校网

络舆情的管理与建设则是重中之重。 
1 国内研究现状 
1.1 关于舆情的相关研究 
王来华在他的著作《舆论研究导论》中提到，

舆论是公众作为公共事务参与者所发表的对公共事

务的态度。[2]在定义中，作者将舆论的性质追溯到

人们在政治生活中的态度，主要是对当时国家和政

府的政治背景的概念性解释。张克生将舆论描述为

人们基于认知、情感和意志对客观社会情境和国家

决策的主观社会政治态度。[3]简而言之，舆论是指

“社会情绪和表达”。这个定义与王来华的舆论概

念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基于社会政治态度的舆论

解释。与王来华、张克生的观点相反，刘毅在《网

络舆论研究导论》中认为，舆论是由个人和各种社

会群体组成的、自我管理或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

公共领域，是许多情感、欲望、态度、意见的有机

总和。[4] 
1.2 关于网络舆情的相关研究 
刘毅认为，网络舆论的概念是网络平台上交织

在一起的各种情绪、态度和观点的综合，是大多数

网友对自己感兴趣的焦点或热点问题的看法。它与

其兴趣、观点和态度有关。[5]吴宝善认为，网络舆

论是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平台上的一种舆论形式，

作为网络和新媒体的流行传播者，他对现实生活中

谈论的热点问题和问题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和倾向

性。[6]曾润喜认为，网络舆论是社会公众通过网络

平台所获知的各种事件的认知、感受、行为和态度

的综合。[7] 
1.3 关于高校网络舆情的相关研究 
目前，高校网络舆论的概念仍在讨论中。学者

们对网络舆论有着不同的认知。其中，高校网络舆

论的代表是校园网，高校师生是主体。王健提出，

“大学的公众舆论是与大学相关的网络意见或观

点。”[8]吴勇等认为“大学的在线公众舆论是建立

和谐校园的重要支撑。”[9]章忠平等认为：“大学

的公众舆论是大学教师和大学生通过情感、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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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观点等形式通过互联网表达的其他社会现象

的总和。”[10] 
1.4 关于高校网络舆情疏导机制的相关研究 
从理论整合的角度来看，张跃指出需要有指导

方针来有效引导和管理高校网络中的舆论[11]。王文

彬认为，基于协同治理理论审视高校网络舆情疏导，

既能清晰界定多元主体，也可以进一步理顺疏导逻

辑，继而通过多元治理主体的协同参与、合作治理

共同应对舆情疏导[12]。从路径分析的角度，吕娟提

出了全过程教育人的三种方式[13]；肖克等人提出，

高校舆情治理应从制度架构建设与机制动态监测并

举等方面共同开展[14]；曾润喜等初步探讨了高校网

络舆情的快速应急机制[15]；冯荣等建议在传播网络

舆论时，要明确网络伦理责任主体[16]；蔡文政等提

出了高校网络舆情引导机制的具体操作方法[17]；章

德林等提出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舆论传播矩阵等

策略[18]。 
2 国外研究现状 
2.1 关于舆情的相关研究 
国外民意调查的代表作是《民意季刊》，它包

罗了许多的民意调查问卷[19]。此外，Nick 1999 年

完成的著作《Public Opinion Surveys: History, The
ory and Practice》[20]和 Marita 和 Hejem 于 2008 年

完成的《Public Opinion Surveys in a Globalized 
World》都是对舆论的收集和研究的著名作品[21]，在

舆论决策的认知机制中他们的研究反映了人在国家

决策中的约束和平衡。 
2.2 关于网络舆情的相关研究 
勒庞于 1985 年发表了《乌合之众》[22]，指出群

体舆论会导致群体情绪化等破坏情况。此后，不少

学者以此为基础不断研究网民的行为。Sunsteen 在

网络舆论的传播和形成过程中总结如下：“由于许

多志趣相投的人在网络上可以轻易且频繁地交流沟

通，还可以屏蔽不同的观点和看法，持续暴露于极

端立场中，会让人逐渐相信这个立场，从而形成一

致的观点和态度。”[23]Patricia Moy 认为，在线舆论

是通过虚拟网络空间表达她的观点而形成的。[24] 
2.3 关于高校网络舆情疏导机制的相关研究 
通过问卷调查，Virginia M. Pitts 和 James P. 

Spillane 分析了网络舆论指南以及学校运营和相关

政策的实施情况。[25]Katarzyna Sznajd-Weron 和 Jo

zef Sznajd 认为，民主决策只能在开放的环境中做

出。[26]在一项研究中，Cliff Lamp 发现 Facebook 对

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具有积极效果。[27]Kunka Be
atrice A 建议将 Twitter 应用于教育可以提高学生的

参与度并促进师生互动。[28] 
3 结语 
本论文对国内外关于高校网络舆情疏导机制的

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由于国情和教育观念的差异，

一些研究目前还没有应用于实际生活中。因此，虽

然这些发现可以作为理论参考，但缺乏实践性价值，

需要进行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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