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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四种思维”，融媒体时代高校新闻舆论工作“四力”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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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信息技术迅速发展,媒体平台更迭迅速的情况下,宣传理念也在不断更新,“媒介融合”成为
发展趋势,也给新闻舆论工作带来变化,在工作实践中要求不断提升信息传播的时度效、提高信息传送的
精准度、拓展信息内容的丰富度,为了提升新闻舆论工作的公信力、引导力、影响力、传播力,需要具备
“品牌思维”
“治理思维”
“数据思维”
“系统思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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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ivating "four kinds of thinking" and promoting the "four forces" of news and public opin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media era
Li Peng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Abstract]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rapid change
of media platforms, publicity concept is also constantly updated."Media convergence" has become a
development trend. Changes brought about by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work requires the employees
constantly improve their working ability. Constantly improve the timing, validity, accuracy and richness of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in the work.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credibility, guidance, influence and transmission
of the news public opinion work, the employees need to have "brand thinking", "governance thinking", "data
thinking" and "system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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