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医科大学学报渊社会科学版冤
ACTA UNIVERSITATIS MEDICINALIS NANJING渊Social Science泽冤

窑员源远窑

第 圆 期 总第 远苑 期
20员缘 年 源 月

当今网络生态环境下大学生道德现状与引导对策
顾小伟
渊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袁安徽 芜湖 圆源员园园园冤
摘

要院通过揭示当今网络生态环境下各种不良现象，
折射出大学生道德与法制观念的堪忧现

状，
继而针对大学生沉迷网络世界中不分美丑、不变真伪提出行之有效的意见，着力从大学生群体
本身、
网络监管的立法、
高校课程的重视和社会舆论监督方面实现大学生的道德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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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知名高校的校园 月月杂尧 校内论坛捧红了一

计报告袁我国网民多达 缘援远源 亿袁新增网民 缘 园怨园 万

些野校园微名人冶袁一些社交工具促进大学生在校园

的群体袁 学生所占比为 圆缘援员豫 遥 网络生态环境如

可喜成绩不容忽视遥 可是袁我们不得不关注到院网络

人袁圆园耀圆怨 岁网民比例 猿园援源豫遥 作为网民中规模最大

的互动袁一些大学生成为知名自媒体的参与人袁这些

何袁已然成为大学生课外生活环境状况的决定因素遥

暴力游戏袁容易引发恶性刑事案件曰网络色情犯罪袁

根据 圆园员缘 年 员 月底零点调查公司公布的数据袁

大学生竟是主力军曰 网络恶搞文化袁 让他们不分美

咱员暂

当今我国的网络生态环境在网络秩序尧网络正能量尧
网络舆论环境尧网络安全程度和网络文明水平方面
有良好上升趋势遥 现今的网络新常态袁通过野三微一
端冶将野网络社会冶与野现实社会冶两个二元异质空间

丑曰网络暴民群体袁不辨真伪遥

二尧网络不良行为折射大学生
道德与法制观念的堪忧现状

连接袁让大学生通过野微笑点名游戏冶在微信朋友圈

渊一冤野网络暴力游戏冶容易引发恶性刑事案件

里传递友好袁通过感恩的微博图文尧助人的微视频传

网络游戏中不乏野血腥尧暴力和格斗大战场冶袁而

播正能量遥 在网络生态环境良性发展下袁大学生受

且越野阴暗尧血腥冶的游戏上网参与的人数越多遥大学

益的同时袁野受害冶也在所难免遥 本文将着力探讨如

生游戏玩家将游戏中施与本人的痛苦袁 看作是自己

此大环境下袁大学生道德与素质的现状以及如何教

的痛快袁 他们把宣泄暴力的胡作非为看作是未尝不

育引导遥

可尧有情可原袁甚至会膜拜和追随恶性袁混淆了辨识

一尧网络亚文化折射大学生网络道德现状

善恶的基础遥
在 叶侠盗猎车手曳尧叶喋血街头 圆曳尧叶真人快打 远曳

在虚拟空间袁场域论被很好的诠释遥 因由网络

等游戏中袁游戏用真人实拍技术袁玩家可以扮演城市

野自由尧宽松尧开放尧零距冶的场域袁话语中非主流的尧

中的任何犯罪角色袁 透过完成一连串诸如破坏尧抢

非传统的意识在这个场域中得到延伸和放大袁大学

劫尧纵火尧杀戮尧鞭尸等恶性犯罪案来提升级别遥这种

生个性的尧亚文化的观念和行为得以落地生根遥 网

长时间的体验使大学生对于厮杀的血腥场面从刺激

络亚文化袁是在网络中由网民自主形成尧追随和宣扬

到习惯麻木袁 并形成惯性思维要要
要焦躁情绪就应宣

的独特的文化价值体系尧思维模式和生活方式 遥 而
咱圆暂

泄于恶性暴力行为中遥渐渐地袁他们不再会心平气和

大学生们不再有固定的教室和长时间的相处袁再加

的沟通袁情绪变化剧烈袁富于攻击性袁暴力倾向也更

上学分制和选课制的普遍推行袁网络亚文化成为他

强遥 一旦在现实生活中遭遇到类似网络暴力的情感

们课外文化的主流遥

和环境时袁 他们惯性地把在虚拟游戏中的行为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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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现实的人际冲突袁导致悲剧的发生遥 近年来袁因游

低劣尧荣辱颠倒袁甚至带有明显偏见的恶搞视频充斥

戏引发的刑事案件屡见报端遥 圆园员源 年 缘 月 员愿 日袁广

网络袁将恶搞文化推向野恶文化冶尧野俗文化冶遥此外袁对

州某大学大三学生黄某长期沉溺游戏产生厌世情

经典作品进行恶搞尧娱乐袁对主流精英文化持嗤之以

绪袁半夜头戴面具在东莞街头持刀砍伤 缘 人袁被判有

鼻态度的同时袁 大学生们对于传统价值观和信念开

期徒刑 圆 年遥 南京某大学 圆 名学生在宿舍内玩游戏

始摒弃和嫌弃袁对于传统衡量美丑的标准被颠覆袁新

时发生口角大打出手袁其中一人在争执中受伤袁后不

奇搞怪成了美的代名词遥这种黄钟毁弃尧瓦釜雷鸣的

治身亡遥

文化追求袁在大学生的认同感中普遍存在遥

渊二冤野网络色情犯罪冶袁大学生竟是主力军

渊四冤野网络暴民冶袁不辨真伪

原点公司针对某市的调查数据显示袁被调查的

网游叶魔兽世界曳中的一位玩家在网上发帖袁自

猿 园园园 名大学生有 源远豫曾浏览色情网站遥 大胆推测袁

曝其结婚六年的妻子与玩家 野铜须冶渊一名在读大学

值也许让我们为之一颤遥 圆园员园 年袁浙江开展网上扫

令袁游戏中的虚拟审判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袁玩家们

有些调查对象会刻意否认此类行为袁那么真实的数

生冤发生婚外情行为遥 此举引来对野铜须冶网络追杀

黄专项行动袁圆员 起案件中 愿园豫以上的嫌犯均系高校

将扮演的角色以静坐尧游行尧谩骂尧自杀等形式集体

在读生遥 在目前该省所破获的数十起重大网络涉黄

声讨野铜须冶遥而现实中针对野铜须冶本人及亲友尧班主

案中袁罪犯大多是高校在读或即将走出校门的大学

任的信息相继曝光袁各种辱骂尧骚扰电话频现遥 游戏

生袁大三学生谢某成为野网络色情犯罪冶被判刑的第

内外网民集聚起野惩恶扬善冶的情怀袁让网络民众的

一人遥 厦门第一起野黄网冶案袁第一起追究刑事责任

冲动四处宣泄遥一时之间袁仅仅一篇尚未得到任何核

的网上传播淫秽信息案袁案犯是刚走出大学校门的

实的谴责性文字振臂一呼袁 数以万计的网民与游戏

邓一尘遥 之后袁厦门某大学外语系二年级女大学生

玩家纷纷加入讨伐大军袁他们带着野正义的愤怒冶尧高

洪某袁因家中贫困袁她要野自己想办法谋生冶袁自刻野黄

举道德的旗帜袁 在现实世界和虚拟空间全面打压他

碟冶网上叫卖也被抓获遥

们认为卑鄙的一方遥 网民们没有质疑事件本身的真

网络色情传播不仅仅意味着一种行为袁同时也

伪袁他们的语言暴力尧思想暴力尧行为暴力在自以为

包含了一种价值观念袁而这种价值观念往往是扭曲

野正义冶的名义下肆无忌惮遥然而袁当事件的始作俑者

的遥 他们为了兴趣袁为了野谋生冶袁为了野出名冶袁野刻意

坦露发文内容多数是杜撰袁犹如釜底抽薪袁网民们瞬

忘却冶自己的身份袁也同样忽视网络受众作为真实人

间失去方向袁不知所措遥这是比较极端的网络暴力个

的存在遥 虚拟世界中袁他们可以摆脱现实世界的社

案遥网民从网络到现实世界之中暴力行为袁竟无关乎

会舆论尧传统习惯尧内心信念的制约袁对自己尧他人不

事件本身的真实性 咱猿暂遥 大学生们没有独立的思考袁没

负责任尧为所欲为袁甚至认为在虚拟世界的行为无人

有质疑事件本身的野真伪性冶袁只是走入发文人所刻

约束袁也不会直接作用与他人袁不断打破道德与是非

意引导的对事件的野征讨冶陷阱袁成为不辨真伪的网

的底线遥

络暴民遥

渊三冤野网络恶搞文化冶袁不分美丑
圆园园远 年袁胡戈根据陈凯歌执导的电影叶无极曳改

三尧大学生道德教育与引导对策

编的叶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曳是恶搞文化发端中的代

社会多元化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标志袁 它给人们

表袁 随后 叶闪闪的红星之潘冬子参赛记曳尧叶春运帝

带来不同的追求和不同的发展领域遥但是袁部分大学

国曳尧叶中国队勇夺世界杯曳等相继问世袁网络电影恶

生的人生观尧世界观和价值观尚未定性袁很容易被五

搞成了大学生网络娱乐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遥 恶搞

彩斑斓的世界吸引袁 由于新奇事物尧 高新技术的出

视频袁往往通过颠覆的尧滑稽的尧莫名其妙的无厘头

现袁 他们往往在没有任何抵抗力的情况下异想天开

方式解构某些事物的看法以及放大事物特点遥 有人

或者行为冲动遥因此袁对于大学生健全人格的形成和

觉得袁恶搞以冷嘲热讽的姿态解构权威袁有人觉得恶

道德素质的全面培养袁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遥尤

搞是下里巴人喜闻乐见的文艺批评遥 当代大学生之

其面对多元化的网络文化对传统社会观念的冲击袁

所以热衷恶搞文化袁往往因为年龄和心态的反叛袁以

加强大学生在网络生态环境下的道德教育与引导袁

及个性的凸显袁他们处于从属和边缘的地位袁通过划

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责无旁贷的任务遥

清与成人世界的界线袁表达了对主流文化和父辈文

渊一冤提高大学生的自觉自律水平

化的野抵抗冶遥 网络恶搞体现了文化的多元化与包容

只有当大学生的自觉意识充足后袁 外在的作用

性袁网民凭借主观喜好自由表达观点袁但是大量恶俗

才能内化袁对于他们的教育与引导才会变得容易些咱源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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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在受高等教育的同时袁 还应具备道德自律意
识要要
要野慎独冶遥 慎独而自制的人能坚守他认为真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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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视遥 许多学生通过手机 粤责责 的交友软件在校内和
邻校交友袁如果学校提前加强网络德育袁对他们交友

的事物袁 而缺乏之人袁 则仍去做明知道的错事与坏

观和恋爱观给予正确的指引袁那么良好的生活观尧道

事袁因为他们无法摆脱情绪和心情对他们的掌控 遥

德素质也会传播到邻校袁可谓送人玫瑰手留余香遥

咱缘暂

渊四冤引导大学生将野剩余能量冶变成野正能量冶

当下网络生态环境袁大学生的网络生活几乎处于学
校和家长管束的真空地带袁此时慎独尤显重要遥 它

社会各界发挥引导作用袁 通过弘扬社会发展主

能够让大学生在无监管的状态下袁克己复礼尧严守法

旋律袁传播人间真情正能量袁对于人生观和价值观没

律与社会公德袁使之符合道德与修养的要求 咱远暂遥 此

有定型的大学生来说袁 能够起到规范维护和鼓励引

外袁对于大学生坚强意志的培养也不容忽视袁它是慎

领的作用遥 高校大学生在课余时间的野剩余能量冶充

独尧自律的基础遥 一个意志坚强的人袁即使在恶劣和

沛袁将野剩余能量冶引导为野正能量冶尤显重要遥政府机

充满诱惑的环境下袁仍然能掌控好自己的行为袁坚守

关袁 可以招录计算机方面有特长的学生兼职做数据

自己的准则 遥

员袁 司法机关也可以和大学生团体联合研发 手机

咱苑暂

渊二冤加强网络环境的监管与净化
网上图书馆尧网上书店尧手机掌上课程等也已成

粤责责 查询软件袁 社会媒体也可以利用大学生在网络
传媒方面的新点子尧新想法遥当然袁政府机关尧司法机

为大学生获取知识的新型重要渠道袁成为辅助高校

关以及社会各界在发挥传播正能量的同时袁 可以利

文化教育的另一块文化高地遥如何加强网络的治理袁

用野剩余能量冶阻断和批判虚假恶性事件袁揭露和剖

利用网络德育阵地袁发挥网络优势袁规范大学生网络

析网络中妖言惑众的野伪名人冶尧野坏榜样冶遥

上的失范与越轨行为袁不容忽视遥 放眼高校园附近
的网吧尧网咖会所袁网上热卖的游戏玩家作弊软件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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