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的话

媒介素养对促进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正常运转和维护社会稳
定具有重要作用。或许媒介素养在大多数人的心中，媒介素养一个
神秘的名词。但事实上，媒介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与我们的
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提高媒介素养有利于公民更好地融入社会。

《媒介素养科普册》是在各位队员通力合作下，根据实地
走访新生代农民工以及专家学者，参考大量文献资料而成的一本媒
介素养科普性知识册子。这本科普知识手册旨在为我国新生代农民
工构建一个提高媒介素养的知识框架体系，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媒
介素养，助力城市融入，促进社会和谐。在这本科普册子里，我们
将全面而细致地围绕媒介素养的六个维度向新生代农民工介绍媒介
素养的相关内容以及提高媒介素养的对策和建议。希望通过这本辅
助性科普册子，能进一步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媒介素养，更好地促进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情况。

回首过去，许多学者专家对媒介素养的研究颇深。展望未
来，希望借以《媒介素养科普册》能起到抛砖引玉之用，促使新生
代农民工关注自身利益，自觉提升自身的媒介素养，更好地融入本
地生活，共同铸就一个美好的社会！

由于时间仓促，加上编者水平有限，册子中如有纰漏以及
差错，请给予谅解、指正。

 《媒介素养科普册》编委

二〇一八年三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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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的故事

          媒介这个大家族中有以下这些成员，你了解他们吗？
          大哥——报刊；
          老二——广播；
          老三——电视；
          老四——网络；
          老五——手机。
          现在最受宠的就是我们的老五，手机！
        大哥报纸从诞生到现在已经走过了漫长的历史。我们的大哥先在西方罗马出生，后来又
走到了中国，成为了汉代的邸报（中国最早的报纸）。现在报纸大哥安详地躺在报刊亭中等
待着人们的阅读。

二哥广播出生在 1906 年的美国纽约街头。1906 年的圣诞节前夜，
两段笑话、一支歌曲和一支小提琴独奏曲成为了最早的一台广播节
目。

三哥电视是由英国工程师贝尔德在 1925 年发明的。后来，中
国在 1958 年拥有了自己的一台电视机，开始播送黑白电视广告。
         四弟网络出生起源于美国的军事需求，在四十年代逐渐显现雏
形，在九十年代发展壮大。

五弟手机诞生于 1958 年。迄今为止，以发展至 4G 时代，手机
还从原来的翻盖变成了智能手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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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素养科普册》宣

最早广播节目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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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媒介素养，从我开始做起

今天，我们被各种媒介包围着，每个人
的生活、工作都离不开手机、电脑等媒介，“媒
介素养”这一词也开始活跃在我们的眼前。
 

虽然“媒介素养”是最近这两年频繁出
现的，但其实这个词的已经有一段历史了。

20 世纪 30 年代，英国学者利维斯和汤
普森在《文化和环境：批判意识的培养》一
书中最先提出“媒介素养”这个词，目的呼
吁维护传统价值观念和精英文化。

此后，“媒介素养”这个词的概念发生
了改变。

1992 年，美国媒介素养研究中心给出了
定义：媒介素养是指人们面对媒介各种信息
时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
能力、创造和生产能力以及思辨的反应能力。

九十年代以后，国内的学界才逐渐接受
“媒介素养”这一词。近年来，由于政府机
构及政府官员开始提这个词，“媒介素养”
才开始出现活跃在我们的眼前。

媒介素养起始

知道了媒介大家族有谁，也知
道了媒介素养是一种能力，它很重
要。那么我们还觉得媒介素养很神
秘吗？

其实呀，媒介素养一直就在我
们的身边。每个人的媒介素养有高
有低。在社会协作、社会交往、社
会参与、媒介使用、信息生产与信
息消费这六大方面，我们可以看到
媒介素养的方方面面。

接下来的内容，我们将来一起
揭开媒介素养的神秘面纱，去看一
看我们身边的媒介，以及需要注意
的事情。

媒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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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还在走路玩手机吗？
         手机现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各种手机 app 和手游的
出现，方便了生活的同时，也让很多人对手机产生了超乎想象的依赖。
许多人无时无刻都在玩手机，甚至吃饭走路。
          低头族已经成为常态。 

快看，有没有中招？！

          

  
          
          也许你会觉得：这很正常啊，小事一桩而已。但看完下面的真实案例，
你就不会这么觉得了！

          
          或许你会说：“嘿，怕什么，我不走着玩手机的！”
          但“低头族”的其他危害你还知道吗？

手机的危害不止于此！
它对我们的眼睛、颈椎也会造成极大的伤害。

《媒介素养科普册》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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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正确使用手机？你知几多
1. 姿势很重要。在玩手机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我们的姿势，最好不要躺着玩、趴着玩，这
样不仅对我们的眼睛不好，还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一定的影响。

2. 使用手机过程中，如果眼睛感到疲惫，可以适当的
放松，用手轻轻的揉一揉眼睛周围的穴位，使眼睛得
到一定的放松。

3. 不要在黑暗中玩手机，黑暗中玩手机对我们眼睛的
伤害是非常大的，最好是能够开着灯，让我们的眼睛
感受到光亮。

你们知道怎样改善依赖手机的现象吗？

 第一要明确目标，根据需要使用手机。在玩手机时，清楚自己的目标是什么，是查找某个信息、
联系朋友，还是消遣娱乐，避免毫无目的、习惯性的接触。

接下来为了提升使用手机中的专注力，不受与目标无关的信息干扰，可以采用计时的办法，
提高效率。

与此同时没事情做的时候，可以给自己找一些事情做，不要整天都在手机里度过，例如，想
和朋友聊天，为什么一定是用手机聊天，而不是把对方约出来呢。

最后减轻手机的负担，不要给手机安装太多的软件，这样会使手机运行速度变慢，所以在使
用手机的时候，可以卸载掉一些无关紧要的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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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素养科普册》宣

 如何辨别朋友圈里的谣言？
在这个碎片化阅读时代，刷朋友圈已经和吃饭睡觉一样，成为我们每日必做的事情之一。

朋友圈比微博更为安全，因为只有你通过了微信好友的人才能看得到；朋友圈也比社交软件
更为方便，因为其无需注册门槛，任何有微信的人都可以分享生活状态。但是，也正因为这
样朋友圈内容鱼目混珠。

你一定曾经点击某香艳的标题后才发现文不对题大呼上当，也反感父母辈亲朋好友发的
所谓养生信息。甚至，现在朋友圈毒药已经防不胜防，它不再限于这些鸡汤、标题党以及养
生信息，而是进而升级表现为盲目从众以及道德绑架。

但是，我们无法评价甚至干涉别人发什么朋友圈，我们能做的只有提升分辨朋友圈谣言
的能力，让谣言止于智者。那么具体如何分辨，可以根据这五步：

第一步：看朋友圈文章的小图：如果是 low 图，提高警惕
推送文章分享到朋友圈后，很多推送文章左边会出现一个小图。写过公众号的朋友应该

都会知道，那个小图是由发布者自己设定的，其实与文章的图片毫无关联。很多无良的公众
账号会特意挑选带有某种暗示的图来吸引眼球，一般这样的文章质量都比较低。

第三步：看标题内容：带有绝对字眼或有违常识的，一般是谣言
看下面条朋友圈的标题，无凭无据就在标题中断言“教育部进了内奸”以及“语文课本

在被悄悄西化”，还假怀好意的让“国人高度警惕”，这些都是有悖常识与基本思维的。

第四步：看公众平台名字
        不是说养生信息不能转，也不是说养生信息就一定是谣言，只是需要辨别。同样是养生
信息，但好的值得信赖的平台的作者是实实在在的，经得起人检验！

第五步：冷静地看文章内容，随手转发前请思考几秒钟
七月中旬南海裁决出来后，在朋友圈流传很广的一段文字。说苹果手机是窃听工具，呼

吁大家不要买苹果甚至还有 7，甚至有些文章剪辑旧新闻然后断章取义地说苹果 7 已经被禁
售。谣言！因此，在翻阅推送文章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冷静，在转发给朋友家人前请多思考
几秒钟。

看了以上五步，大家终于知道应该如何分辨朋友圈里的谣言了吧！

第二步：看标题符号：带有多个感叹号，提高警惕
标题是文章的半个灵魂。传统写作上，文章的标题一般

是不允许有标点符号的，但随着网络文章的出现，这些规则
也没有那么严格了，但是如果一个标题满是感叹号，一定是
故意用噱头吸引眼球的成分。比如，右图中第三条内容，标
题文字间有空格不说，还有两个感叹号，不用点进去看，也
可以判定其百分之百是标题党，内容百分之九十是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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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现代信息技术发达的当下，我们拥有了微博、微信、QQ 等多
种即时交流工具。在运用这些工具与朋友、同事或者陌生人等相处和交
往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 我们要尊他人的隐私权。不要将朋友圈中他人发的私人照片（比如自
拍、合照等）擅自传播到其他公众社交媒体（如微博、QQ 空间、贴吧等）
 

2. 我们要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不要未经作者授权就将微博、贴吧、知
乎等平台上的文章或者照片等转载到自己的朋友圈。当你想要分享文章
或照片时，可以私信询问作者授权，取得授权即可转载。
 

3. 在微信上与他人聊天交往的时候，应当注意礼貌和文明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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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素养科普册》宣

如何使用微信群帮助我提升工作效率？

走在街道上，我们总是能看到拿着手机三三两两走在一起的
人群。手机上必不可少的 APP 就是微信。

无论是用于日常的和亲人好友的聊天，还是用于单位工厂下
发通知协助工作，微信已经成为我们必不可少的应用工具。那么
你又是否懂得如何使用微信群提升工作效率呢？

一、微信很常用，可微信到底有什么用？

1. 日常微信支付

 

2. 与亲朋好友联络感情

3. 如果你是上级，你可以及时安排任务

4. 如果你是下属，你可以及时汇报工作

5. 如果你进的是同事交流群，你可以分享工
作经验，互相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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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何使用微信群更好地协助工作？
【进群必做】
当你进入新群的时候，请自觉修改群备注。

 

群内也许会有其他部门不认识的工作同事，修改群备注方便自己也方便他人日后的工作
联络。

【收发通知】
（1）发送通知
1. 只有群主才可以编辑群公告。自动 @ 所有人，将通知的消息提醒发送给每位群友。
2. 编辑工作通知内容时，需要具备以下重要信息点：时间、地点、人员、分工合作、注

意事项等。
3. 通知的最后需要加上一句“收到请回复”确认群内收到并确认通知的人数。以免部分

人员因为浏览过快而错过工作通知，耽误工作。
4. 工作通知应当做到简明扼要、排版清晰，避免语句过多，抓不住重点。

 
（2）回复通知
1. 当你看到群主或者其他群友发的工作通知后，应当及时回复收到。
2. 如果对工作通知的内容有疑问，应当及时咨询工作任务安排的人员，详细了解自己所

要负责的工作内容。

【工作汇报】
 对于每天的日常事务工作汇报、工作项目进度汇报等的工作汇报，我们需要说明负责的工作、
时间长度、完成效果、未完成进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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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素养科普册》宣

如何通过媒介进行有序社会参与？
媒介就在我们身边，我们应该如何通过媒介进行社会参与呢？
微博是政务信息的良好载体，通过这个平台，我们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

 
无论是哪种类型的政务微博，网民都可以平等自发地进行转发或评论，且存在其他政府

机构微博、党政干部、微博舆论领袖（“网络大 V”）的相互转发和评论。例如教育部的微
言教育的微博评论包括“建勋 - 周”、“陆逊公子”、“最新动态的天空”等虚拟身份的网民，
也有“昆明市教育局 V”、“安徽省教育厅 V”、“武汉教育 V”等教育机构的评论，也有“中
国教育在线 V”等正规官方教育网站。

我们还可以通过与微博等媒体进行互动来参与社会讨论呢！
如针对民政微语发布内容网民“舟山大巫”评论道：“近来在办理单身证明时遇到一个

困扰，很多时候单身证明是用来办理与婚姻无关的贷款等事项，是否可以仅证明目前单身而
不要求列明离异等情况呢，这也是个人隐私啊 @ 民政微语”。网民“南粤草根”评论道：“建
议全国统一将重度残疾人纳入最低生活保障 @ 厨娘有点肥 @ 崔永元 @ 羊城晚报 @ 新华视点
@ 黄细花 @ 张海迪”，体现出这两位网民均积极寻求和发布者民政微语以及崔永元、张海
迪等社会知名人士和羊城晚报、新华视点等媒体的关注和互动，是一种较为积极的互动形式。

当然，我们在参与社会话题讨论的同时，也要尽量避免片面性哦！
针对“转基因食品”问题，网民的关注度大多在于“崔永元”和“农业部长”的作为及

表态，缺乏对相关知识或信息的介绍和相关权威机构的内容，具有片面性。并且评论中突出
表现出对崔永元的支持和对农业部长的反对，如“含章利贞：支持崔委员！民众有知情权，
更何况食品安全无小事。”“Yshu 生：除了主席和总理说的，其他官员说出来的不要把心里放，
到最后伤的是自己。”具有较为明显的倾向性。
  

使用媒介不难，如何通过媒介理性、有序地进行社会参与，是我们需要不断学习的！



最后，《媒介素养科普册》就到此结束了！
因为时间仓促，加上编者水平有限，册子中如有纰漏以及差错，请给予谅解、指正。
本册包含的内容有限，但《媒介素养科普册》编委们真心希望能够通过这样一点一滴的努力
帮助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更好地运用媒介，提升自身的媒介素养，在城市中生活得越来越好！

扫一扫二维码，做题试一试你
的媒介素养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