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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高校青年发挥着积极的网络现场意义，囿于网络场域的复杂性，新时代高校青年在

价值认知、思考能力、行为实践方面呈现出网络异化的三维景观。通过从西方国家网络优势输出、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发

展错落、网络媒体技术变迁、新时代高校青年独特群像四个方面，对高校青年网络异化景观进行“解释性理解”，提出新时

代高校青年的网络异化治理，需要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厘清“立德树人”的基本理念，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上创设治理的

联动机制，从马克思主义实践论里探求治理的实践补偿作用，从而帮助青年把好“拔节孕穗期”，实现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

任的时代新人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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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llege young plays the positive role of network in the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owever，

they have three-dimensional features of network alienation on value cognition， thinking ability and behavioral practice because of

the complex network. The paper give the “explanatory understanding” of college young’s network alienation by analyzing four as-

pects such as network outputting of western countries， inconsistent level of development between social  existence and social  con-

sciousness，changes of network media technology，unique group characteristics of college young. In order to resolve the problems of

college young’s network alienation，it need to clarify the basic idea by Marxist epistemology，create linkage mechanism by Marxist

methodology，explore practical compensation by Marxist practical theory. So the “jointing-booting stage” of college young can be

kept healthy and taken for the mission of cultivating newcomers who are responsible for national rejuve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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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宣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

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在这个重要的历史

新拐点，即将迎来全球化 4.0 时代，即以指数级速度

开展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其典型特征突出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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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云计算等。数据和技术革

命使网络信息的传播、使用、聚合和共享变得更具普

惠价值，网络红利得到不断释放，但也悄然重塑着社

会运行的基本价值准则，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新的不

安全因素。“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1]，当

前，我国网民规模 8.54 亿，手机网民达 8.47 亿[2]。作

为“数字原生代”的新时代高校青年一直是我国网民

中的主力军，尤其是在以碎片化特征著称的网络微

文化以及“两微两端”新媒体融合发展情境中，发挥

着重要的参与作用，具有积极的网络现场意义。但

是，囿于网络场域的复杂性，高校作为意识形态的前

沿阵地，要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需要

密切关注高校青年这一特定群体即时的网络动向，

尤其是探究和解读这一群体呈现出的具有共性或极

具个性的网络异化景观及其背后复杂的生成原因，

知微知彰，从而精确把握新时代高校青年思想行为

的新变化。个体意义上的高校青年，看似为网络场域

中的弱小行为体，亦可因微小举动而产生网络蝴蝶

效应，从而扰动网络和现实空间系统的平衡，这不仅

影响高校和社会结构的稳定，也易影响高校青年自

身的发展，不利于时代新人的培育。因此，考量新时

代高校青年网络异化现状，提出网络异化治理路向，

必然具有紧迫性和重要的现实价值。

一、新时代高校青年网络异化现状的三维

景观

 “异化”原属哲学范畴，本指“某物通过自己的

活动而与某种曾属于它的他物相分离，以至于这个

他物成为自足的并与本来拥有它的某物相对立的

一种状态”[3]。它在黑格尔、费尔巴哈、布·鲍威尔等

哲学家那里都有不同的意指，马克思亦在一些经典

论著中使用“异化”概念，尤其是在《1844 年经济

学哲学手稿》等论著中用“异化”来揭示资本主义

制度下工人劳动的本质−异化劳动，“从根本上

讲，也是因为它与人的类本质−自由的有意识

的活动相异化”[4]。在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范式

基础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代表人物卢卡奇，进而

揭示了现代人的存在状态发生了全面的“异化”，

 “这种‘异化’存在状态尤其表现为‘物性’对人的片

面化塑造”[5]。本文所讨论的“异化”，仅是一般意义

上的“异化”，即从本体分化出的具有反制性的异

体力量。所谓网络异化，是指主体在网络参与过程

中，由于自身的网络活动，在一定发展阶段形成的

具有一定独立性的制约本体发展的异己力量。当

前，新时代高校青年网络异化现状主要表现为价值

认知的异化、思考能力的异化和行为实践的异化，

构成了新时代高校青年网络异化现状的三维景观。

 （一）价值认知异化差异显著

价值观作为上层建筑，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当

前社会转型剧烈、社会矛盾突出，价值观以多元化

方式呈现。在网络技术迭代中成长的新时代高校青

年，以 95 后和 00 后为主，这一群体的价值观变迁

深受社会转型和变革的影响。当前，在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引领下，呈现出主流群体价值认知积极健

康，部分青年价值认知异化的特点。通过对福建省

高校青年 1 000 份有效调查问卷的分析，广大高校

青年拥护、信任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充满信心，对我国改革开

放四十多年、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所取得的伟大成

就，有着高度的认同感、自豪感，较为积极地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看待社会矛盾和问题也较为理

性。但是，部分高校青年价值认知异化突出，与主流

群体价值认知差异显著。首先，价值目标上表现为

对“物化”追求具有较高聚合度。随着全球化和国内

市场经济发展的影响，一些高校青年的价值认知呈

现浓厚的物质主义色彩，尤其是在西方消费主义、

泛娱乐主义影响下崇尚追求物质的满足，用物质财

富来衡量个人最高价值的实现程度。例如，在“网红

经济”风靡的全媒体 3.0 时代，巨大的名利诱惑着青

年争相效仿。在调查中，7% 的高校青年向往成为网

红，并经常性地上传图片或视频至微博、抖音等网

络平台。其次，价值主体上表现为将 “自我”置于价

值实现的首位。在全球融合发展的大环境中，高校

青年走在时代前列，与传统的群体本位的价值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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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其价值观呈现较强的异质性，愈发突出“自

我”在价值实现中的位置。在调查中，55% 的高校青

年认为人生奋斗中“实现个人人生幸福”比“为社会

和他人付出”更重要。这一定程度地反映了群体本

位的价值主体的削弱，而个体价值的实现越发突

出，甚至越过高校培育的时代新人的价值边界。最

后，价值评价上表现为对“佛系”态度的追捧。当前

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转型阵痛和社会压力滋长了

高校青年的焦虑情绪，群体中弥漫着消极、颓废气

息的“佛系”处世态度，以“都可以” “没关系”这种不

温不火的态度来抵抗学习挫败感和生活挫败感。

 （二）思考能力异化日渐凸显

许多学者认为，技术作为“被捕捉并加以利用

的现象的集合”[6]，具有意识形态属性。法兰克福学

派代表性人物马尔库塞曾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意识

形态概念，指出“技术合理性进程就是政治的进

程”[7]。冷战后，被资本主义国家用于政治目的的网

络技术，其意识形态属性愈发明显。当今，网络已

然成为文化传播和舆论发声的集散地，不同的思想

观念、文化形态在网络中尤其是网络微文化领域里

发生冲突甚至激烈交锋，势必冲击处于身心急剧变

化阶段的高校青年，影响着其思维方式的改变，甚

至异化。一方面，网络思潮交锋妨碍高校青年养成

科学的思维方式。经历过“历史倒转”的中华民族，

在新时代实现现代化强国之路上，亟需一种科学辩

证的思维方式，成为人民精神主动的利器。而马克

思主义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为人们

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方法

论，“为人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大精神

力量”[8]。掌握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利器，高校青年

更能养成科学而辩证的思维方式。然而，网络技术

的日臻成熟，为马克思主义传播提供了新平台，也

为各种错误思潮和观点提供了滋长的温床，历史虚

无主义、消费主义、民粹主义、泛娱乐主义、普世价

值论，等等以各种面目销蚀着马克思主义，以各种

谬论、盲目排异、自私立场来混淆高校青年的头

脑，妨碍青年形成理性、深刻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思

维方式。另一方面，碎片化阅读降低高校青年深度

思考的能力。信息碎片化已成为网络发展的一大特

点，信息的碎片、断裂、混杂解构了信息的整体和

语境，“三分钟读一部名著”“五分钟了解历史”类

似的快餐文化深受高校青年群体的拥趸，然而信息

碎片化在高效利用闲暇时间的同时，也造成高校青

年在内容巨大、趋向分散的信息海洋中变得注意力

匮乏，无暇对信息构建整体性进行理解。此外，在

手机这样的便携式场景中，不断被动承接、重复消

费微信、微博、各种 APP 推送的碎片化“干货”，容

易使高校青年失去主动探索的学习兴趣，尤其是娱

乐化的浅阅读不断挤压经典阅读的空间，易使高校

青年降低甚至丧失深度思考的能力。

 （三）行为实践异化趋向渐强

价值认知和思考能力是行为规范的思想基础

和行动向导，行为实践的异化往往是价值认知异化

和思考能力异化的现实投影。一些高校青年崇尚消

费主义的价值观，“3•7”“6•18”“双 11”等网络购物

节日成为全民狂欢的独特的消费现象，“过度消

费”“体面消费” “伪精致”“月欠族”成为当下一些

高校青年的消费日常，为此而产生的高校“裸贷”

及引发的悲剧，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一些高

校青年成为所谓“平民利益至上”的民粹主义的跟

随者，批判社会和政府，通过直播网络围观热点事

件，在网络平台中制造舆论，造谣传谣，造成十分

恶劣影响。例如，受到境外组织资助的“打工者中

心”，以帮助工人维权为借口，在多个微信群煽动工

人采取过激行为，冲击政府，扰乱正常秩序，尤其

是在深圳佳士科技有限公司工人“维权”事件中，

也有高校青年参与其中。一些高校青年在重新解读

历史风潮的影响下公开发表伤害民族感情的言论，

例如，00 后大学生@“贵州省省草王英俊”、被保送

博士的高校学生@“洁洁良”、历史学助理教授

@“东海道子”等，在微博发表不当言论，甚至刻意

歪曲历史，严重损害了民族和国家形象。一些高校

青年以“闹”替“法”的方式来维护切身利益，使负

面舆情发酵蔓延，例如，福建某高校整治外卖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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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些青年无视法律底线恶意攻击高校领导和母

校，引发国外媒体介入。此外，网络社交依赖、网络

谩骂与攻击、网络谣言传播、网络直播自杀、网络

翻墙、网络犯罪，等等行为在高校青年群体中也一

定程度地存在，有些网络行为异化已严重影响高校

青年的身心全面发展。

二、新时代高校青年网络异化现状的解释性

理解

与网络技术迭代相伴而生的高校青年网络异

化景观，有其复杂而独特的形成因素，亦给高校青

年自身发展、高校治理和社会治理带来极大挑战和

难度。究其根源，高校青年网络异化在一定程度上

是社会问题的网络投影，在评判之前，需要抛开固

有的个人价值和思考定势，对网络异化现象的复杂

因果进行客观阐释，即所谓的“解释性理解”，从而

对新时代高校青年网络异化的认识实现新跃迁，为

网络异化治理提供相应的理论与现实依据。

 （一）西方国家和境外势力利用网络优势加大资本

主义意识形态输出

继提出文化软实力之后，约瑟夫•奈针对 21 世

纪全球权力新态势，提出网络权力概念，“按照行

为定义，网络权力是运用网域内电子互联的信息资

源得到偏好结果的能力”[9]。并强调网络权力的重

要性，信息技术创造了新的权力边界。冷战结束

后，世界意识形态斗争并未因此而停歇，反而借助

网络新媒介和新平台以新的形式越演越烈，方式也

更加隐蔽和多样。一方面，西方国家凭借网络核心

技术优势和网络文化优势，向广大发展中国家强势

推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除了传统的软实力优势，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始终走在世界网络技

术前沿，凭借强大的网络权力优势，在控制和渗透

意识形态上占据着主动和支配地位，不断向发展中

国家输出西方的价值理念和生活方式。在美国最新

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美国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强调：要让网络“反应美国的价值观，促进

经济增长，捍卫自由，保障美国国家安全”[10]。凭借

拥有 Google、YouTube、Twitter、Facebook 等大型网

络信息发布途径，西方发达国家掌控着全球事件的

报道和舆论方向，渲染资本主义的各种美好，用狭

隘的立场来看待社会主义国家的崛起。我国作为最

大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由于网络优势的不对等

性和有效抵制的滞后性，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容易通

过网络渗透到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深刻影响

着我国高校青年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和行为方

式。另一方面，一些境外势力利用网络勾连和策反

我国高校青年，企图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实践化。

一直以来，境外势力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我国

年轻一代身上，甚至一些国外高官曾直言不讳地指

出：互联网是对付中国的办法，“互联网一代”带来

的变革将使中国倒下。纵观近几年，香港占中事

件、深圳佳士科技有限公司工人“维权”事件、联手

炒作和抹黑高校师德师风事件、“2018−雷霆”行动

破获百余起台湾间谍案等，其中，无不有境外势力

的网络勾连和支持，他们通过各种手段企图拉拢、

扶植、利用一些高校青年实施破坏我国社会稳定，

颠覆社会主义的目的。总之，高校青年的网络异化

与西方国家和境外势力利用新型网络平台多渠道

输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有莫大的关联。

 （二）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发展的错落促成社会思

潮兴盛

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是马克思历

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内容之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

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社会生活的发

展，人们的意识由社会存在决定。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社会变革的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社会转型剧

烈，利益重新洗牌，社会问题和利益的错综复杂以

及更加开放自由的社会环境，使反映历史走向诉求

的社会思潮竞相泛起，夹杂着各种目的和声音的多

元社会思潮以不同的面相展现在世人面前，影响着

时代的发展。正如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

学的发展》中所说：“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

终极原因，……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

更中去寻找。” [11] 我国社会思潮的发展也不例外，

· 22 · 南昌航空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21 卷



在社会改革和利益分配中可窥其实质。在四十多年

的改革开放中，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被打破，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并不断完善，利益结构

重新调整和分配，这必然产生不同的利益诉求和矛

盾，相似的利益诉求群体得以不断汇聚，最终汇流

成有一定影响力的社会思潮。尤其是在全面深化改

革的今天，社会问题和矛盾凸显，利益诉求更加多

元化，以及网络技术飞跃似发展，为社会思潮提供

了滋生土壤，也使不良社会思潮有更多的手段和机

会把控网络舆论，吸引高校青年成为不良社会思潮

的拥趸。十九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学习热潮中，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

力、凝聚力不断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

展起着重要指导作用。但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

发展的错落，即社会改革和剧烈转型中，社会意识

由相对单一走向分歧，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左的社会

意识，尤其是不良社会思潮的兴盛，不仅不能起积

极作用，反而错误引导民众思想，激化社会矛盾。

例如，危害性极大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善于从历

史链条和现实情境中片面剪裁并不断放大，用歪曲

历史、丑化现实等手段来否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否定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对于正在接受高等

教育的高校青年来说，有一定的文化基础，但不具

备完整的知识储备和成熟的心智，极容易受到历史

虚无主义等不良社会思潮的蛊惑。

 （三）网络媒体技术的变迁加速人的技术奴隶特征

的呈现

事实证明，网络技术的每一次蝶变都深刻影响

着人的发展。相较于电视、报刊等传统媒体，网络媒

体具有即时性、开放性、交互性等传统媒体不能比

拟的特征，尤其是在当前发达的网络自媒体时代，

信息传播裂变式、信息内容碎片化、参与主体草根

化等特征愈加显著。从一定意义上说，网络媒体技

术的变迁有利于增强人的自主性，畅通表达和沟通

渠道，提高工作效率，从而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但是网络媒体技术的扩张已经深度渗透到人类客

观与主观世界的每个角落，加速了人的技术奴隶特

征的呈现，尤其是高校青年作为网络参与主体，其

技术奴隶特征在网络时代更加凸显，通常表现为四

个方面：一是技术依赖性持续增强。网络技术以其

海量信息、形式丰富、精准达到等优势吸引着高校

青年参与其中，身陷网络技术产品构建的包围圈

中，与技术裹步前行，刷微博、看微信、玩游戏、看电

视、上淘宝、用搜索……这样的低头族充斥着高校

的每个角落甚至课堂，价值观念在网络海量信息面

前被不断侵蚀。二是内心孤独感日渐弥漫。网络媒

体技术加快了网络社会关系网的拓展，加速了高校

青年由内而外的转变，使他们热衷于拿着手机刷存

在，从而使高校青年对现实世界中熟人关系的注意

力不断分解，人际交流的隔阂愈难跨越，内心世界

的孤独感日渐弥漫。三是现实焦虑感被几何放大。

网络裂变式传播让一些社会问题的痛点和痒点赤

裸裸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在巨大的社会洪流面前，

时代变迁的无力感和阶层跨越困难极易让高校青

年的现实焦虑感被几何放大，正因如此，虚构的网

文《一个出身寒门的状元之死》在高校得以刷屏。

这种被放大的焦虑感让高校青年在网络热点事件

面前围拢、聚焦，尤其是在网络后真相时代，碎片化

的信息极容易让他们产生网络戾气来发泄内心的

焦虑和不满。四是反智化倾向愈加显著。当下，网络

媒体技术的发展让网络内容的表达呈现碎片化、简

易化，高校青年游走在碎片化的网络中，难以进行

有效、深度的思考，甚至形成了“有问题用搜素”的

行为习惯，而且“浅文化”“快餐文化”的盛行，让高

校青年的思想和行为蒙上商业化和娱乐化的气息。

 （四）新时代高校青年的独特群像加剧网络异化现

象凸显

由 95 后、00 后组成的新时代高校青年脱离了

传统的刻板印象，是土生土长的“网络土著”“数字

青年”。这一群体有其独特的群像：一是文化程度高、

物质生活优渥。相比于其他社会青年群体，新时代高

校青年的文化水准、社会认知更加成熟，哲学社会科

学知识也已有所掌握，而且他们出生于改革开放已

取得较大成就的网络信息时代，拥有着比前人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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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裕的物质和文化生活。二是个体意识强烈，注重自

我价值实现。这一群体普遍出生于“421”家庭，个性

鲜活、突出，代际群体观念发生很大变化，更加注重

自我感受和存在感，期望自我价值的早日实现。三是

改革创新意识强，处世趋于感性。社会的快速变革和

信息的更迭，也赋予了新时代高校青年强烈的改革

创新意识，但是，身心发展的尚未成熟和社会经验的

缺乏，使这一群体在为人处世方面偏于感性。基于其

独特群像，高校青年在新时代的改革大潮中拥有着

比父辈更为开阔的视野，善于利用网络信息时代来

实现理想，也致力于以实际行动解决身边的社会问

题。但是，这一群体的意识形态敏锐性尚为单薄，在

鱼龙混杂的网络虚拟环境中的媒介素养和分辨能力

有待提升，容易被别有用心的言论、行为蒙蔽和感

染，使高校青年的网络异化现象愈加凸显。而且，高

校的价值观教育与复杂的社会现实之间往往产生冲

突与差距，高校青年的价值观的自我调适能力、行为

的自我纠偏能力也是新时代高校青年网络异化与

否、异化程度高低的关键原因。

此外，由于我国的网络治理体系尚在完善阶

段，尤其是高校对于青年的网络引导和实践尚在探

索之中，这容易使高校青年的网络异化应对处于被

动或放任状态。如果放任新时代高校青年网络异化

的蔓延和泛化，势必产生难以预期的社会后果，甚

至引发链式反应，影响高校稳定和社会发展。

三、新时代高校青年网络异化治理的整体

路向

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具有科学性、人民性、实

践性、开放性的理论体系，其认识论、方法论和实

践论对于新时代高校青年网络异化治理提供了哲

学指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

究和解决新时代高校青年网络异化中的实际问题，

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厘清高校青年网络异化治

理的基本理念，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上创设高校青

年网络异化治理的有效机制，从马克思主义实践论

里探求高校青年网络异化治理的实践补偿作用。

 （一）恪守“立德树人”的网络异化治理理念，高度

重视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化“被动治理”

为“主动治理”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认识是主体对客体的

反映，要透过现象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我们要

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高校教

育目的具有相异性，为我国“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

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12] 的高

校教育必须具有鲜明的政治立场，发挥好作为意识

形态前沿阵地的政治功能。高校青年网络异化现象

的泛化和蔓延，对高校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高校要恪守“立德树人”的

网络异化治理理念，高度关注高校青年的网络异化

现象，及时纠错纠偏，尤其是面对网络上各种错误

思潮和腐朽价值观对高校青年的侵蚀，要透过异化

现象认清意识形态争夺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要研究

治理策略和治理方法，而不能以“很难管”“管不

着”等为理由而忽略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性，

还要克服后真相时代的社交媒体恐惧，积极掌控网

络意识形态的主动权、话语权，注重“事前”预防、

 “事中”干预、“事后”反思，化“被动治理”为“主动

治理”，把这项任务作为重中之重来抓。高校意识形

态工作只有网内网外全覆盖，帮助青年把好“拔节

孕穗期”，才能培养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所

真正需要的接班人，才能发扬和光大新中国成立七

十年来世代人打拼挣下的千秋伟业。

 （二）创设高校青年网络异化治理的联动机制，明

确各方角色定位，共建清朗的网络空间

统筹兼顾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中的一条重要

原则和工作方法，体现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要

求。新时代高校青年网络异化治理是一个系统工

程，需要调动各方资源建立一个社会共治机制，尤

其是建立由政府、企业、高校、高校青年、家庭、社

会团体、公众组成的联动治理机制，明确各方的角

色定位和扮演。作为政府，需要深入了解网络规

律，建立多元监管机制，完善网络法制建设，扮演

· 24 · 南昌航空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21 卷



好管理和服务的角色；作为企业，需要提高行业自

律，提高媒体从业人员的专业素养，做好内容输

出，扮演好行业守候角色；作为高校，需要提高思

想政治工作的合力，发挥高校思政理论课、马克思

主义学院建设和学科建设、日常思政教育、网络宣

传工作、网络舆情处理等综合功能，提高对各种非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反渗透力，扮演好价值引领

角色；作为高校青年，需要清醒地认知自身使命和

时代责任，拥有基本的政治觉悟，提高自身的媒介

素养和法律知识，自觉坚定“四个自信”，抵制不良

思想和价值观的腐蚀，纠正自身的网络异化行为，

扮演好网络自律角色；作为家庭、社会团体和公

众，需要对高校青年的网络异化行为进行有效觉察

和监督，扮演好家庭和社会监督角色。发挥好由各

方组成的高校青年网络异化治理联动机制，还需要

随着网络发展和变化做好角色转型和定位，才能共

建清朗的网络空间。

 （三）探求高校青年网络异化治理的实践补偿作

用，建立有效的实践体系，力促高校青年的

价值实现

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是

推动认识发展的动力，而且“只有人们的社会实

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 [13]。

高校青年网络异化的原因错综复杂，尤其是高校青

年长期接触网络所形成的错误的思想观念和行为

习惯，要改造和纠正，需要探求异化治理的实践补

偿作用，“力图主导学生发挥其主体性作用”[14]。通

过建立有效的实践体系，开展丰富多彩的实践活

动，深化高校青年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和理解。例

如，开展热点问题的实践调研活动，让高校青年更

好地了解社会中不同群体的生存状态，多听取不同

的声音；开展志愿者服务活动，让高校青年通过亲

自观察和体验，在利他行为中体现自我价值。甚

至，可以有效利用网络技术开展实践活动，比如，

VR 技术可以有效拓展实践教学的覆盖面和融合

度。通过“实践补偿”，可以最大程度地改造高校青

年的网络异化中的价值认知，纠正网络异化行为，

深入思考社会事务，不容易被网络中的错误言论所

蒙蔽和挑拨，更可以让高校青年在多元化的实践活

动中，感知真理，实现个体价值增值，从而“不辜负

党的期望、人民期待、民族重托，不辜负我们这个

伟大时代”[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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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自觉自信，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性认

同，增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和话语权，强

化人们的价值认同和精神信仰，使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成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和自觉行动。三是推进文

化资源共享的发展。实现文化资源共享要求最大程

度、最大范围内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有

效打破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文化壁垒”，缩短不

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文化距离”，切实保障我国最

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我国社会主义文化

资源共享是一种普惠性、全民性和公共性的多向度

共享，文化资源共享的发展离不开我国经济社会的

发展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繁荣的实现，我国经济社

会的发展能有效提升文化资源共享的能力和水平，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繁荣能有效提升人民群众的

文化资源共享意愿和行为。为此，大力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经济，夯实文化资源共享的物质支撑；

大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完善文化资源共享的生态环境，是新时代实现人民

群众文化资源共享的重要途径和现实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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