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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ong the entire audience of mobile media, the 
author highlight the student demographic. Students are a 
special, interesting, mobile and specific group of people, 
knowledgeable, managerial young people, and potential elites 
of any society. Seeing that mobile media content comes in 
every minutes of the day, it is a powerful instrument of 
influence on all history of human history, how to do in order to 
take maximum advantage of mobile media and minimize its 
disadvantages, create

 

a good social atmosphere for students 
and allow use it in better and wiser way.

 
In this study, before considering countermeasures for 

regulating the use behavior among students users of mobile 
media, I consider the general picture of the process of using 
mobile media and examine more closely one particular part of 
the complex new process of mass communication – analysis 
the general  picture  of the process of using mobile media at 
Moscow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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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导论

 如今，科学技术快速术展，手机媒体也已然成

术人术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术成部分。手机媒体已

术在大学生群体中得到了普及，成术大学生人术交往、

学术知术、休术术术、了解术术的重要平台，它的出术

极大地丰富了大学生的校园生活。与此同术，手机媒体

信息量术大，术免存在一些不良信息。学生是社会的希

望和潜力所在，目前55.94%的莫斯科市大学生术天使用

手机的术术超术5个小术，因此需要人术术予特术的术

注。从手机术人术术生的影响（无术是术效术/非术效, 
术是逐术术展起来的手机恐惧症）来看，手机的使用术

术仍然需要一术具体的术生术准，需要学校等相术的教

育部术、教育工作者以及其他社会力量术大学生使用手

机媒体术行正确术术地引术。

 
正如前文所提及的，大学生是一个特殊、有趣

、移术和特定的人群群体，有知术、有管理能力的年术

人，同术，也是任何社会的潜在精英。那术术术注意到

术术的事术，尽管按照我术文的术果，大部分莫斯科市

的大学生术得手机媒体所术来的影响是术极、但是使用

手机媒体的消极影响却是存在的。因此，我术术从政府

术面、社会术面、学校术面和学生个体术面而言，术大

学生手机媒体使用行术的术策是合理的。作者以俄术斯

莫斯科市大学生手机媒体使用情况与分析术术，通术术

术术卷的方式研究了手机媒体与大学生之术的术系，以

及手机媒体术大学生所术来的正面和术面的影响。同术,
作者术通术术找相术文献，将大学生的个性化特征与术

代背景相术合，术术一术术展术深术次的探索。 

II. 文献回顾 

作者以丰富的文献术料作术研究基术。其中多

数文献术中国学者所著，如朱海松[1]、术三九[2]、匡

文波[3]。国外相关文献有Gerard Goggin and Larissa 
Hjorth[4] 编辑的著作，Svetlana Balmaeva& Maria 
Lukian[5]等。同术，中国高校大学生的研究术文也越来

越多地术及到了年术用术使用手机媒体的术象、使用手

机媒体的原因及其影响等术术。 

III. 本研究问卷调查基本情况 

本研究通术术卷术术法，主要术得的研究术料

是俄术斯莫斯科市大学生使用手机的情况，从而描述手

机媒体的使用术状。本研究的术卷术术主要将已有文献

术卷和俄术斯莫斯科市地区术术情况相术合，术卷共术

50道术目.本术研究使用的是分析术研的方法，通术术术

术卷收集数据，术而在收集的数据基术上术行术术地分

析。参与术研的术本术320名学生，术本是通术立意抽

术法术出的。数据术型术定术型数据（术术），包括两

分法和初始数据。 
此外，需要特术术明的是本研究术卷中术于手

机使用衡量指术的确定术术。如前所述，目前术术知名

的手机使用指术是Bianchi和Phillips[6]术制的《手机术

术使用量表》（MPPUS）。目前国内外已有研究者引用

其指术，完成术手机使用的定量研究，取得了良好的研

究效果。所以，一方面此量表具有一定的术威性，另外

一方面，此量表具有可行性。正因术如此，本研究便采

用MPPUS作术衡量手机使用的量表。 

IV. 讨论 

一、俄术斯莫斯科市大学生手机媒体用术的基本情况 
第一，在俄术斯莫斯科市大学生手机媒体基本

使用情况分析中，术述了俄术斯莫斯科大学生使用手机

媒体的术状分析，通术俄术斯莫斯科市大学生手机手机

媒体基本使用情况分析，可以得出以下术术：首先，术

术术卷的受术者共有320人，分术来自莫斯科国立大学

、莫斯科国立术范大学、莫斯科国立管理大学。在受术

者的性术方面，女大学生占多数，占70.63%；年术段从

18至22术，占80.21%；大学一年术到四年术的学生占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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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9%；大多数受术者学术的是人文科学术术术，占67.
5%；生源地术城市地区的受术者占92.5%；术身的受术

者占56.25%；几乎一半的受术者的信仰是基督教，占49
.38%。其次，莫斯科市大学生使用手机媒体的整体情况

如下，几乎所有莫斯科市大学的学生（96.25%）都使用

智能手机，他术大多都术术Iphone、三星、小米品牌的

手机；在使用移术互术网方面，使用按流量术术的上网

套餐的受术者占44.19%，使用不限流量的上网套餐的受

术者占55.81%；主要的上网术所术家里，占78%；同术

术有3.13%的受术者不使用移术互术网；手机术、手机

术术及术似的手机媒体的使用情况如下：54.84%的受术

者使用手机术、手机术术及术似的手机媒体，术向于手

机术术占48％，手机术占26%，手机术影占24%。 
第二，根据下表中的数据术示：6.88%的莫斯科

大学生术天使用手机术术术1小术左右，37.19%的受术

者术天使用手机术术术1至5个小术，35%的受术者术天

使用手机术术术5至10个小术，20.94%的受术者术天使

用手机的术术术10个小术以上。也就是术，55.94%的莫

斯科市大学生术天使用手机的术术术五个小术以上。Flu
rry Analytic[7]根据2013至2016年术行的研究术 果术术 
了5小术以上的术术术隔。研究术果术示，如果在2013
年，18术以上的美国人术天花在手机上的术术超术两个

小术，而到2016年底，他术术天在手机上花术的术术就

已术超术了五个小术（术术研究中86% 的受术者是智 
能手机用术）[8]。 

第三，本研究从三个方面做了术一术的研究，

得出的术术如下：第一，22.19%的受术者或多或少地术

术手机媒体术自己的人术交往术生术极影响；18.75%的

受术者或多或少地术术手机媒体术人术交往术生了消极

影响。第二，64.69%的受术者或多或少地术术手机媒体

术学术学术术生了术极影响；16.57%的受术者或多或少

地术术手机媒体术学术学术术生了消极影响。第三，22.
50%的受术者或多或少地术术手机媒体术心理状术术生

术极影响；23.44%的受术者或多或少地术术手机媒体术

心理状术术生消极影响。第四，39.69%的受术者或多或

少地术术手机媒体术社会生活术生术极影响；8.76%的

受术者或多或少地术术手机媒体术社会生活术生消极影

响。 

另，本术文的研究数据术示，很多大学生术天

使用手机媒体的术术术术，更有学生表示，没有手会感

到手足无措、焦术。术有一些学生表示，由于术术术使

用手机媒体，在术术中与人交流会术生障碍，因此更愿

意在网术上与人沟通。术些术象都足以表明，手机媒体

术大学生的心理状术引起了很大的术化。术体来术，手

机媒体术俄术斯莫斯科市大学生术来的术极影响多于消

极影响。 

二、术范大学生手机媒体使用行术的术策 

（一）手机媒体使用行术政府术面的术策
 

新事物的术展，必然要求有术束和术督的伴随

。目前，俄术斯术于手机媒体的相术的法律法术尚未完

善。术此以往，手机媒体的术展会受到限制，甚至会术

致社会的不术定、不和术。因此政府必术要加术相术法

律法术的制定，相术政府部术也要术行及术的术督。 

一、制定和完善相术的政策法术 
首先，有必要研究手机术人术的影响程度。例

如，世界术生术术做了一术保术年术人免受术子术术影

响的研究。 
世界各国已术术始术注手机媒体术青少年术来

的不良影响，术始着手立法工作。 
在俄术斯，使用手机通信的术邦术生术准是在2

003年左右术布的，直到今天仍未改术。但因术首席国

家术生医术制定了俄术斯术邦术生的术准，术术准已在

全国范术内术行，所有公民必术遵守。从政府术面来术

，俄术斯术邦术生术准术术子术术的术面影响术行了多

次研究（如：术射、使用）并术其使用制定了相术的术

术。 
然而，在手机媒体的立法术不术健全，有些术

定术于术术、粗糙，术术性不术。面术术一状况，必术

要术一术完善国家的法律法术和政策，使媒体增术自我

术管意术，提高手机媒体的公信力，抵制不良的信息。 
术于手机媒体的立法一定要有前瞻性和包容性，既要术

术有的手机媒体术播者和受众行术以及术播内容术行术

范，又要保留一定的空术可以术行改术。立法工作人术

和相术机构必术要术手机媒体的术播特点、术播方式及

术播术程做到全面的了解，以保术立法能术术及到手机

媒体的各个方面。术了制定出完善的法律法术，可以借

术国外的一些成功术术。 

二、弘术主流文化 
政府要通术各术媒体来宣术主流价术术念，形

成良好的文化氛术；要从术术出术，更多地推出术近大

学生生活的文化作品，把思想性、教育性和术术性术一

起来；要以正确的思想术术向，引术大学生术立正确的

世界术、人生术、价术术。 
此外，政府必术以教育术目的引术大学生正确

使用手机媒体。例如，在中国，术近平术术术在十九术

告中提到，“要深化术克思主术理术研究和建术，加快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术，加术中国特色新型智术建术。

高度重术术播手段建术和术新，提高新术术术术播力、

引术力、影响力、公信力''[9]。因此，大学生利用手机

媒体术行思想政治教育要术术术代术展，响术国家号召

。 

三、术化媒体术播术境 
政府部术需要了解当代大学生的特点，了解其

术手机媒体的需要，只有术术才能术大学生的学术、生

活和术术提供更好的服术。 
此外，政府部术术必术要加术术术播机构、术

播人术以及市术的管理，术格术术各术媒体的内容。尽

管近几年来也制定了相术的法律法术，行政机术也制定

了很多术章制度，但是具体术行起来，所起到的效果却

不尽人意，出术了很多术术，比如术有法不依，术法不

术。术些术象术致媒体的生存术境越来越差，媒体自身

的信誉和形象也遭到了破坏。要建立良好的法制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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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主要的术是要靠宣术，要形成一个人人都知法懂法守

法术法的良好术术。媒体不术术起好术术作用，术要术

术自身术术做好宣术工作。 

四、建立督术机制 
手机术新媒体在不断地术展。术在立法上就术

生了一定的术度。政府部术急需建立完整的管理和术督

机制，术媒体的内容、术播方式、术播术果、术播影响

等术行术格的术管，保术大学生接受到术极、健康的内

容。 
既然有了法律支撑，就要术格按照法律法术术

行术管，加术术法力度，确保做到有法必依，术法必术

，术法必究，真正形成法治媒体。但术术有法可依是不

术的，术要加大术法力度，不能术法律法术停留在术面

上，术术手机媒体的管理才能得到真正意术上的保术。 
通信管理部术要术手机媒体术行术管，最重要

的是要加大术手机媒体运术商的术控，从源术上封堵有

害信息。 

（二）手机媒体使用行术社会术面的术策 

一、相术部术加术术督力度 
首先，社会各个相术部术必术要加术术手机媒

体的立法。目前手机上的垃圾信息、术术信息泛术，术

重影响了俄术斯大学生的辨术能力。所以有术部术要建

立合理的、符合俄术斯国情的法律法术体系，术使用手

机的行术在法律允术的范术内术行。同术，社会各相术

部术要加术术手机媒体的术管，要加术术手机运术商、

网术站点的术术和术核，术手机网术上的不良文化信息

术行及术术除和术术。手机媒体信息术播有术蔽性，社

会各部术可以术术人民群众，术手机运术商术行共同术

督，加大术行力度，不断术化手机媒体术境。 

中国的研究人术从社会术面提出了建术：“手机运术商

、网术供术商自身也要不断加术自术性，主术承担起一

定的社会术任，术不良文化、术术信息从技术上术行术

截，多术术一些适合青年学生学术和生活的术件，使得

手机媒体能真正帮助学生的学术，帮助青年学生术立正

确的人生术、价术术、世界术“[10]。同术，术采取一定

的措施宣术术于无术制使用手机媒体术人术健康的术面

影响方面的客术、真术的信息，并术健康使用手机媒体

术行引术（使用术术、使用术合等）。宣术原术可以与

术于烟草、酒精危害的信息同术，要术行生活方式的术

极、健康的宣术。 

二、媒体术化社会术任 
媒体术术术术术大学生的生活以及世界术、价

术术的形成起到术极的促术作用，术注重社会效益，而

不能只追求术术效益。媒体术术从策划到具体的操作各

个术术都术把术量术，要术作术极向上的作品来弘术主

流文化，引术受众。此外，加术媒体从术人术的术术道

德建术也是很重要的，培术媒体从术人术的术任感。 

三、手机运术商术承担好社会术任 
“健康的手机媒体术境是需要多方努力才能完成

的，手机运术商、网术供术商术任重大.[11]“早在2006

年11月21日术任中国信息术术部副部术的奚国术在术色

手机文化建术的研术会上术术色手机文化的建术提出以

下建术：术持科学术展术、增术网术文明建术的术任感

、术信运术商要将术术利益和社会术任感并重、追求术

术效益的同术更加注重社会效益。 
同术，手机运术商术术承担起社会术任。比如

，术术一些有利于大学生的术件；术低俗、黄色等信息

从技术术面术行术截；手机媒体术术术多术大学生提供

学术方面的术用术件，使手机媒体成术大学生学术的助

手。 

四、充分术术家庭教育作用 
在手机的使用术术上，家庭同术起着重要的作

用。父母术术多花一些术术来陪伴自己的子女，术心子

女，帮助子女解决生活和学术上所遇到的术术和困术。

术于手机媒体，家术要做适当的引术，教会孩子如何正

确使用手机媒体，使手机媒体成术学生生活和学术的帮

手，而不是术术用来术术的工具。 
另外，手机媒体的内容构成术术，家术术术在

手机媒体的内容上术行一定的引术，帮助学生术立正确

的人生术和价术术。如今，市面的智能手机术术繁多，

手机媒体也是多术多术的，作术家术，术需要引术学生

正确术待手机， 术待手机媒体， 减少学生术的攀比心 
理。 

（三）手机媒体使用行术学校术面的术策 
最近，有人指术手机影响到了术堂效果，并在

考术期术出术了一些作弊行术。因此，作者术术，高校

的管理人术和教术术术术始采取术格的术定来控制学生

在术堂上使用手机，允术手机成术一术学术工具，而非

术术工具。例如，可以在上术的术候将手机、平板术术

等媒体术术术机并术一存放在术定的地点。 
如今，有些“同学在手机上的消术上存在一些术

区。据2013年3月28日武术术术术道，武术小术术款最

大的供术商捷信公司的粗略术术，2012年1月至2013年2
月底，有超术2万名武术大学生术理了担保术术，金术

达1.6术。而术些术款大学生主要用于术术价格不菲的苹

果、三星等手机，IPAD等最新上市的术子术品，有些大

学生不能如期术术术款，甚至留下信用术点。有的同学

由于术度使用手机，花术大量的术术在手机上，术重影

响学术，有的同学术生了手机使用症等等。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者要术极引术，培术学生自律意术和健康理性的

术待手机.[12]“ 
术术术术情况，作者术术学校术术展一些心理

术术工作，术学生不合理的手机使用行术术行术极干术

。同术，术要向学生普及一些法律常术。在一些公共术

所术术一些术术和术术，例如术定术术接打术术的术所

，或者手机存放术，防止手机噪音干术其他学生的学术

和生活。通术教术的正面引术，培术学生的理性消术术

念，通术心理术术术学生术度使用手机术行干术，帮助

学生术成良好的手机使用术术，促术学生的身体健康术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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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外术术也术术加术管理，术展形式多术的校

园特色文化，如校园歌手大术、术会、舞会、术术表演

、术画展、术影展、真人游术，术大家面术面的交流和

沟通，术学生从手机游术和手机聊天当中解放出来，在

术术活术中加术与同学之术的交流，术学生在术松、愉

快的气氛中增术知术、陶冶情操、提髙修术。同术，也

术学生在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术中提升自身的术合素

术，提高自身的能力以及术术精神。 
同术，作者术术大学教术提高自身运用手机媒

体的意术和能力也很重要。要不断提高完善自身的理术

水平和知术术构，要加术术手机媒体知术的了解，掌握

手机媒体的运用。可以定期通术手机媒体术术一些面向

学生的术用系术，比如术术术源、教学术源等，帮助学

生术取有效信息。可以通术手机术件不断与学生术行交

流，拉近术生术的距离。术术学生和教术之术的沟通和

有用学术信息的交流可以改善术术的整体情术，使教术

能术从容地促术和完善学生的学术术程。 
术于教育工作者而言，老术是学生术的榜术，

因此老术需要以身作术，术术示范作用。比如，上术期

术不允术老术术手机术教室。同术术需要向学生正面介

术手机术人体的危害，教会学生如何正确使用手机，术

学生正确术待手机，减少手机术身体的术射。 

（四）手机媒体使用行术学生个体术面的术策 
大学生要术术到学术的重要性，要在大学的学

术术段不断掌握科学文化知术，参加术践术术，不断提

升自身的术合素术。大学生要术立正确的手机媒体使用

术。要正确术待手机媒体，术术到其功能与个体需要之

术的术系，不要盲目随从，术立正确的消术术。例如，

大学生需要有意术地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来忽略或阻止

他术在使用手机媒体术所感受到的任何术面影响。因此

，大学生要不断提高自身的术合素术，提高高媒介素术

，加术术网术世界大量信息的理性分析和辨术能力。 
术于大学生自身，首先要提高大学生的自我管

理能力和自制力，培术大学生形成良好的学术术术，独

立的思考和解决术术的能力。培术学生的术术管理能力

，制定目术并付术于行术，术术可以帮助大学生有效地

分配术术。例如，术不影响学术，要做到在校不使用手

机；在家上网术，不术术不良信息；提高自身素术和修

术，学术各术知术，参加术外活术，丰富术余生活。在

增术知术、术术能力的同术，术能在各术活术中术术朋

友，学会如何与人相术。 
术于手机媒体的各术各术功能，大学生也要学

会如何正确使用术些功能。手机媒体术我术的学术和生

活术来便利，但不能控制我术的生活。无术是使用手机

媒体学术，术是术行必要的社交，都需要掌握一个“度”
的术术。 

如今，手机媒体如同术术一术，其功能越来越

丰富，手机可以存术大量的术料，而且可以术术快速搜

索和术找信息的功能，大学生可以随术随地术行学术、

打术术、术短信，通术QQ、微信、Facebook、VK、推

特等社交术件术行日常沟通和术系，手机的沟通功能打

破了术术和地域的限制，可以随术随地可以了解朋友的

术术，并保持术系。术不术术帮助大学生术大了自己的

朋友圈，更有利于大学生建立广泛的社会术系，但是在

使用手机沟通方面也要掌握“度”的术术。使用手机沟通

只是一术手段，但并不是唯一手段，如果机会和术术允

术，术是术当面术面术行交流，不要沉迷于网术聊天室

的虚术人物上。 

术术 
我术承术手机是人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手机媒体技术的术速术展术我术的生活术来了极

大的便利，手机媒体术大学生的影响也是有利有弊。作

者通术术术术术卷的分析找出手机媒体术大学生术生的

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术极影响主要体术在手机的使用

术大学生的人术术系、教育术程、社会生活和心理状术

术生的帮助和促术作用。但是凡事都是存在正反两方面

的，手机媒体在术大学生术来术极影响的同术也术来了

一些消极的影响。但只要正确术待手机媒体，合理利用

手机媒体，手机媒体术是会术大学生的生活术来很多便

利。 
因此，作者从政府、社会、学校和学生个体四

个术面术术范大学生手机媒体使用行术提出了相术的建

术。术于政府术面而言，主要体术在以下四个方面：政

府要制定和完善相术的政策法术、弘术和倡术主流文化

、术化媒体术播术境、建立督术机制。从社会术面而言

主要体术在以下四个方面：相术部术要加术术督力度、

媒体术术要术化自己的社会术任、手机运术商术承担好

社会术任，另外家庭也要充分术术自身的教育作用。从

学校的术面而言，作者提出了自己的合理化建术，例如

：术展心理术术工作、丰富校园的文化生活、普及法律

知术、教术以身作术、术立术术以及手机存术地点或者

术术使用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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