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眼
花缭乱的传媒技术与思维方式构筑
了全新的媒介生态环境。新媒体是
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扮演了上下
沟通与组织机构形象建设、精准管
理的高效工具，另一方面为组织机
构带来了新维度的挑战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高速发展，新媒体移动
化趋势愈加明显，信息传播进入新媒体时代。
从最早的“天涯社区”“猫扑论坛”，到后来的贴
吧、博客，再到如今的“两微一端”、人工智能平
台，眼花缭乱的传媒技术与思维方式构筑了全
新的媒介生态环境。统计显示，截至2017年12
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 7.72 亿，普及率达到
55.8%，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到7.53亿。“两微一
端”即微博、微信和移动新闻客户端发展迅速，
据统计，微博用户已达 6亿，微信公众账号已增
长到 800 多万个，超过亿次的信息交互。尽管
微信平台存在一些垃圾信息和不少营销信息，
但其传播力和影响力日益巨大。

自媒体的崛起，使人人都有了麦克风，人人
都是报道者。因而，新媒体时代的舆论也具有
了新的特征，如全民参与性、传播的及时性、形
式的灵活互动性、内容的多样碎片性等。

新媒体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扮演了政
府与公众的传声筒，成为上下沟通的重要渠道，
组织机构形象建设、精准管理的高效工具，另一
方面，新媒体及时、开放与交互的特点开启了政
治“扁平化”的新时代，为组织机构带来了新维
度的挑战。在新媒体环境下，组织机构只有熟
练地把握媒体引导力，才能跟上日新月异的新
媒体发展与变革步伐，才能正确引导舆论，传播
正能量。在这种背景下，政府机构、媒体的新闻
传播工作只有创新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

近年来，各大媒体纷纷借助新技术打造个性
化与交互化的新闻产品。在庆祝建军90周年之
际，人民日报客户端推出一款新媒体产品“快看
呐！这是我的军装照”，用户可以通过上传个人
照片生成自己的“军装照”。据统计，人民日报客
户端“快看呐!这是我的军装照”页面总浏览量达
8.2亿次，收到了良好的传播效果。今年全国两
会期间，新华网发布的创意短视频“跃然纸上看
报告”，围绕政府工作报告展开，综合运用3D立
体画、折纸动画等表现手法对相关内容进行了
3D可视化呈现，仅4天时间，新华网及各种主要
渠道总访问量就过亿，媒体转载量也近千家。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
议上指出，“做好宣传思想工作，比以往任何时
候都更加需要创新。”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党的
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
导力、影响力、公信力”。

新媒体时代网上舆情更加复杂
多元，社会舆情“众声喧哗”。“共景
监狱”是一种围观结构，是众人对个
体展开的凝视与控制。在网络土壤
中生长的谣言，有着比以往更快的
传播速率

新媒体时代网上舆情更加复杂多元，社会

舆情“众声喧哗”，重磅炸弹成为空中飞沫，负面
危机时常发生。传统媒体时代，突发事件从发
生到舆论的酝酿需要花费较长时间，处理舆情
有较长的应对缓冲期。新媒体时代，加速了舆
情酝酿，缩短了危机应对时间。

面对舆情危机，组织机构如果脱节于指尖
时代，“慢半拍”，或者任性应对，就极易出现“一
地鸡毛”的现象。2015年“十一黄金周”期间，来
自四川的肖先生旅游时遇到“38 元一只的青岛
大虾”，一时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由于当地
有关部门没有及时有效“灭火”，导致当地处于
舆论被动地位，好客形象受到损害。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认为，“共景监狱”
是一种围观结构，是众人对个体展开的凝视与
控制。社会信息的分配已经比较对称，试图通
过信息的不对称所实现的社会管理将遭遇前所
未有的危机。因此，组织机构发布权威声音时，
一定要客观真实，那种流于形式的公开敷衍极
易引发舆论质疑。

近年来，在网络土壤中生长的谣言受到传
播的去中心化、信息的自由流动化与新媒体“病
毒式”传播的影响，拥有着比以往更快的传播速
率，其传播成本低，治理成本高、难度大。在热
点事件发生时，有关组织如果信息公开不及时、
谣言澄清不彻底、舆论引导不到位，个别极度追
求流量与关注度的自媒体利用组织机构失语的
真空期，随意进行信息发布权，放大事件矛盾，
容易导致妖魔化言论充斥网络。

利用新闻传播“24小时黄金定
律”，充分发挥主流媒体的关键作
用；重视网络舆情研判，变“舆论应
对”为“舆论引导”；重视“网络意见
领袖”，主动结盟；重视网络空间治
理，“敢于亮剑”

诺曼·奥古斯丁说过：“危机带来的不只是
负面效应，它也能为人们带来新的希望和新的
机会。”新媒体时代的舆情应对，要坚持灵活善
变的舆论引导原则，重视网络民意研判，勇于

“抢旗帜”，通过结盟“网络意见领袖”，采取必要
的“切割”等多种手段，牢牢把握舆论的主导权。

要充分发挥主流媒体在传播信息和引导
社会舆论过程中的关键作用。要利用新闻传
播“24小时黄金定律”，不失语、不妄语，通过媒

体尽早发布权威消息，同时在保证准确性的前
提下持续不断地向社会披露事件进展，打消公
众疑虑，澄清谣言使阴谋论不攻自破。在“东
方之星”沉船事故发生后，政府部门借助微博
率先发声报告情况，满足大众知情权，并在接
下来的数天内持续公开透明的报告救灾情况，
有效搭建起了政府和民众之间的桥梁，稳定了
民心。

要重视网络民意动向，变“舆论应对”为“舆
论引导”。互联网实现了社会民意的可视化，提
升了民间舆论的能见度，社会各阶层的公共意
见与公共表达映射在互联网平台之中，“蚂蚁军
团”式的社会舆论拷问频繁出现,“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在新媒体环境下体现得更为明
显。面对网络舆情，组织机构应该放弃被动的
亡羊补牢式的舆论应对，积极掌握主动权，采取
舆论引导的方式。“被乱说不如自己说，晚点说
不如早点说，被逼说不如主动说，自己说不如专
家说，大家说不如权威说”，化解舆情，凝聚共
识，夯实组织机构公信力。

重视网络意见领袖，变“刻意疏远”为“主动
结盟”。习近平同志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中曾
强调要团结三种对象，其中就包括“新媒体中的
代表人士”。要团结体制外的“网络意见领袖”，
形成体制内外合力发声，保证主流意识形态声
音占据主导地位。

重视网络空间治理，变“松散监管”为“敢于
亮剑”。习近平同志非常重视我国网络空间的
安全，他曾指出：“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
全”。可见网络安全已经上升到了国家安全的
高度。随着网信办的成立，相关法规的建立健
全，领导干部应该强化依法治国、依法治网思
维；对于那些经常散布谣言，危害社会稳定的网
络“大V”，应依据相关规章制度予以处罚，还网
民一个天朗气清的健康网络空间。近年来，相
关部门加强整治力度，封禁了一批有悖于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微博账号和微信公号，进一
步净化了网络空间。

新媒体时代传播范式发生嬗
变，要始终坚持“内容为王”的原
则。网络媒体使传受双方地位更加
平等，凸显网络新媒体分众化传播
的独特基因，要与时俱进改进传播

策略，做到真诚交流、耐心沟通、建
立默契、保持尊重的媒介形象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新闻传播规律
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强化互联网思维，推动传
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

新媒体时代传播范式发生嬗变，新闻媒体
属性、功能、作用与地位发生了深刻变化。新闻
传播能不能在人们心中构建良好的形象，能不
能以价值观、时代精神、人文关怀引发人们的共
鸣，能不能用对话达成公众的信任，直接关系到
媒体的影响力和公信力。要与时俱进改进传播
策略，避免自说自话，多套话、少人话，见数不见
事、见事不见人、见人不见格的缺乏新闻价值的
新闻模板化现象。

近年来我国的主流媒体主动适应新时代，取
得了可喜成绩。人民日报作为党中央的机关报
积极在话语形态、表达方式等方面与读者的接受
心里紧密贴近，推出了系列不同凡响的报道。新
华社在新媒体报道方面不断发力，推出“小新”智
能新闻写作机器人、“新华社”微阅读小程序等，
这些举措一方面继承传统媒体严谨求实的职业
操守，另一方面激发了网友浓厚的兴趣，顺应了
新媒体时代报道形式与内容上的潮流。

无论传播手段如何变幻，要始终坚持“内容
为王”的原则，精心打造“微内容”。比如筹划、
制作年度好图片、微视频、微故事已经成为很多
著名组织机构的常规传播策略，一张好照片、一
段好视频在社会化媒体上往往被海量转载和评
论，其在塑造组织形象、传递价值主张方面的效
果往往超出传统媒体。当年新浪微博用户“四
海微传播”图文发布了“习近平排队买包子”的
微博，迅速被大量转发和评论，一时成为微博热
门话题，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形象深入人心。

在新媒体时代，网络媒体使传受双方地位
更加平等，网民使用网络会根据自己喜好、需求
甚至当时的情绪来选择接受或忽略信息，从而
凸显网络新媒体分众化传播的独特基因。在引
导舆论过程中应积极转换角色，更多地从受众
和媒体的角度看待问题，从被动应付新媒体到
主动运用新媒体。要避免“高高在上”的官本位
思想，否则很难做到真诚交流、耐心沟通、建立
默契、保持尊重的媒介形象。

领导干部要有熟练运用新媒体
的能力和搭建政务平台的治理能
力。善于依托新媒体构建“微时代”
亲民、爱民、接地气领导干部新形
象，积极向服务型转变，走网络群众
路线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善于运用网络了解民
意、开展工作,是新形势下领导干部做好工作的
基本功。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一定要不断
提高这项本领。”可见，掌握新媒体领导力是新
时代对于领导干部提出的新要求。

领导干部要有熟练运用新媒体的能力和搭
建政务平台的治理能力。毋庸讳言，有的地方
对新媒体的运用还仅仅停留在浏览网页、收发
邮件等简单操作上，对政务微博、微信公众号缺
乏管理，存在更新速度慢、缺乏与群众互动、不
接地气、流于表面文章等问题。

当前，善于依托新媒体构建“微时代”亲民、
爱民、接地气领导干部新形象，打造干部与群众

“双向互动”的模式已然成为各地新常态。湖北
随州原市长郄英才为宣传地方特色旅游文化，
亲自上阵担当男主角拍摄地方宣传片；尉犁县
副县长何淼在其个人微博@新疆何淼中发布了
一段短视频推销当地冬枣，引发舆论围观，当地
冬枣销量大增，其宣传效益之高远甚于一般广
告。与之类似的“互联网+领导干部”如雨后春
笋般涌现，在互联网微时代，这类干部顺应新媒
体发展规律，积极向服务型干部转变，走网络群
众路线，树立了新时代领导干部善用新媒体的
人格魅力。

在新媒体时代，组织机构既要“做好”也要
“说好”，练好内功的同时也要主动塑造和宣传
自身形象。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的官方微博

“@江宁公安在线”凭借超强的亲和力、贴切幽
默的网络用语和适合百姓阅读的活泼风格收获
了 200 多万粉丝，单条微博最高阅读量更是达
到 600多万，深受网民爱戴。可见，新媒体是宣
传提升形象的重要平台。

网络语言不断刷新传播语境，
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舆论热潮与注意
力神话。面对新媒体要敢说话、善
说话，面对媒体的说话能力既是一
种领导艺术，也蕴涵着领导智慧与
媒介素养

伴随着以自媒体为代表的新传播主体逐渐
参与到传播流程之中，UGC、PGC与OGC等内
容制造新军开始逐步分割市场注意力。丰富且
极具个性的网络词汇和语言表达方式，创造了
一个又一个舆论热潮与注意力神话。某影星在
微博中仅仅发布了“我们”两个字，其转发量竟
然高达百万，评论直达 700万，一些主流媒体甚
至都搭顺风车，频频用“我们”造句。同时，一系
列源于网络的流行词汇如“给力”“厉害了，我的
国”“累觉不爱”不断地创造着新的语境。

面对媒体的说话能力既是一种领导艺术，
也蕴涵着领导智慧与媒介素养。新媒体构建的
景观社会呈现出互联而开放、虚拟又交互的特
点，然而有的领导干部面对媒体的对话能力仍停
留在传统媒体阶段，突然被新媒体曝光在社会审
视与监督的目光之下一时难以适应，出现了“与
社会知识群体说话，说不上去；与困难群众说话，
说不下去；与青年学生说话，说不进去；与老干部
老同志说话，说不到一起去”的尴尬局面。更有
官员面对新媒体“雷语”频出，引来网络围观。

新媒体时代领导干部面对媒体要敢说话、
善说话。首先，面对质疑，要有宽广胸怀。正如
原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所讲:“劝君少骂互联网,
是非曲直再商量。何不把它当镜子,面对镜子
插花黄。”要树立马克思主义者的宽广胸怀，充
分信任新媒体与网民之音，接受舆论的批评，听
取舆论的建议，将之看作日后工作中的重要资
源和有效参考。其次，刷新语境，说生动的话。
南京市政府微博“@南京发布”在“五四青年节”
这天发布了用“甄嬛体”所写的放假通知。消息
一经发布引来了诸多网友的点赞，增进了与网
民的黏度。最后，面对危机，要摒弃“不想说、不
愿说、害怕说”窘境，要先声夺人，真诚沟通，妥
善回应。

黄楚新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媒体
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中国社会
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新闻学研究
室主任，传媒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
授。兼任《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新
媒体蓝皮书）副主编，央视CTR媒体融
合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出版了《新媒
体：微传播与融合发展》《新媒体：融合
与发展》《嬗变与重构：中国IPTV发展
现状与走势》《新媒体环境下的国际传
播》等专著，在全国核心期刊发表了大
量论文，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及
中央网信办、广电总局科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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