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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阶段,随着我国社会逐渐进入信息化时代,使网络技术在社会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并为人们的
生活方式提供新的方式,使人们的认知意识与价值观念发生一定的改变。作为新时代的高校大学生,也极
其依赖网络技术,大学生通过网络,不仅可以获取信息,也可以对新知识与新文化教学学习。虽然网络的
发展与应用,能够让学生更加便利的接受教育,但是会对高校传统的教育模式造成冲击,进而使高校大学
生党员教育也面临严峻的挑战。基于此,文章主要根据网络视域下高校大学生教育的特点,以及结合高校
大学生党员教育的意义,提出利用网络开展高校大学生党员教育的策略,希望可以为我国高校大学生党
员教育的开展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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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Party Member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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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the present stage, as the China's society gradually enters into the information age, the network
technology is widely used in the society, and provides a new way for people's lifestyle, and it changes people's
cognitive consciousness and value concepts. College students as contemporary new human, are also extremely
dependent on network technology. Through the network, college students not only can obtain information, but
also can learn new knowledge and new culture. Although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the network can
make students receive more convenient education, it will have an impact on the traditional education mod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then make party member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face extremely serious
challenges. Based on this,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llege students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twork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party members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strategy
of using the network to carry out party member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hoping to provide help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arty member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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