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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如何在

巩固传统普法阵地的同时，借力新媒体打造普

法宣传教育新平台，创新普法宣传方式方法，

切实提高普法实效，已经成为一个全新的课题。

本文通过对新媒体进行深入剖析，客观分析目

前运用新媒体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存在的若

干问题，立足实际，提出了具有创新性、可操

作性的对策建议。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 44 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19 年 6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8.54 亿，互联网

普及率达 61.2%。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 8.47 亿，

占总体网民的 99.1%，较 2018 年底提升 0.5 个

百分点。伴随着互联网和新兴技术的飞速发展，

信息的传播形式和内容形态发生了深刻变化，

“新媒体”正以空前的速度浸透到社会的各个层

面。法治宣传要直面新媒体时代的挑战，及时

更新观念，创新工作方法，全力提升新媒体时

代法治宣传水平。

一、新媒体的概念及应用

新媒体（new media）是一个宽泛的、相对

的概念，是在报刊、户外、广播、电视等传统

媒体以后发展起来的新的媒体形态，主要是利

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通过互联网、宽带局

域网、无线通信网、卫星等渠道，以及电脑、

手机、数字电视机等终端，向用户提供信息和

娱乐服务的传播形态，包括网络媒体、手机媒体、

数字电视等。在法治宣传工作中，新媒体技术

应用越来越广泛，并且不断推陈出新。从目前

来看，法治宣传采用的新媒体技术主要有以下

几种形式 ：

1. 各类门户网站。在门户网站进行普法，

可以发布有关法治宣传教育的文本、图像、视

频，也可以与网友在线进行交流，具有内容丰富、

传播速度快、覆盖面广等特点，优势十分明显。

平谷区于 2005 年创建了平谷区法制时空普法网

站，2015 年升级改版为“平谷区普法网”，通过

文字、图片、视频等多种形式，及时发布平谷

区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信息，成为行政公开、法

治宣传、服务群众、接受监督的新渠道。后因

北京市整合网站的需要，目前平谷区普法网已

被注销。

2. 微博、微信。二者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均是当前发布和推送消息的重要平台，随着智

能手机的全面普及，微博、微信使用率越来越高。

通过微博、微信普法，可以在第一时间将最新

的法律资讯传播出去，也可以通过用户实现内

容的病毒式几何级传播，最关键的是能够通过

受众的评论及要求，分析出其需求，便于改进、

更新，其互动性是其他平台难以比拟的。

2011 年 10 月，平谷区运用新浪微博这一

新兴媒体，创建了“平谷法治”官方普法微博。

关于运用新媒体开展法治宣传教育
工作的若干思考

本刊特约通讯员 张争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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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设有天气预报、每日法谚、工作动态、以案

释法、法律知识、图说普法、微提醒等栏目。

普法微博注重舆论正面引导，在实时更新博文

的同时，不断规范发布程序、信息安全等，确

保普法微博规范、健康、有序发展。目前“平

谷 法 治 ” 微 博 粉 丝 已 达 28547 人， 发 布 博 文

12093 条。2018 年被评为“北京市司法行政系

统十大最具影响力新媒体”。

2015 年 1 月，由平谷区法宣办、区司法局

运营的“法治平谷”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并

于 2019 年进行了改版升级。新平台从单一的普

法平台升级为功能更加丰富的依法治区服务平

台，紧紧围绕司法行政工作、依法治区、三农

法治、公共法律服务等，设置了“依法治区”“理

论研究”“e 同普法”三大功能板块，向社会公

众以图文、视频等形式推送全区司法行政工作

动态和法治理论研究前沿文章，方便群众及时

获取相关服务。目前已推送实用法治资讯 4425

条，累计阅读量 141 万次，拥有粉丝 51882 人。

2016 年，平谷区法宣办、区委组织部、区委宣

传部、区人力社保局、区政府法制办、区司法

局依托“法治平谷”微信平台，联合举办平谷

区领导干部及公务员“培育法治思维 促进依法

行政”主题宣传教育活动。活动自 9 月启动后，

全区各单位、各部门迅速行动，积极组织本单

位职工开展线上学习，累计吸引 41973 人报名

参与，取得了圆满成功。2017 年，区司法局计

划围绕全区“疏解整治促提升”工作，在微信

平台开展“疏解整治关乎你我 美丽家园法治护

航”主题线上活动。活动覆盖全区居民群众和

公务人员，通过阶段性的问卷测评、知识竞赛、

交流讨论、征集评选等内容，引导全区群众共

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工作。

3. 手机客户端。手机上下载的 APP 就是常

说的手机客户端，它是移动互联网最快捷的入

口，这种技术被大企业广泛应用于营销宣传。

它克服了对其他媒体和应用的依赖，相当于一

本内容涵盖广、信息随时可更新的宣传册。重

庆市的“巴南普法”、苏州的“e 同说法”均属

于普法手机客户端。目前，平谷区还未采用此

种方式，主要是因为技术门槛高。

4. 人工智能。新媒体时代，信息技术推动

进步，人工智能应运而生。人工智能是计算机

科学的一个分支，是研究、开发用于模拟、延

伸和扩展人的智能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应用

系统的一门新的技术科学。智能机器人、扫地

机器人、写稿机器人、苹果手机的 Sire、无人驾

驶汽车等的发展，都是人工智能的产物。随着

计算机处理能力的提升、互联网 + 的发展，在

大数据时代，人工智能的运用会更加广泛，对

于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也会是一大助力。目前，

很多省市的司法行政机关都推出了推出智能普

法机器人，它融合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现代科

技元素，能够自主回答各类宪法和法律问题，

与群众进行互动。

2018 年，平谷区司法局与首都经济贸易大

学法学院和师生共创企业普罗天网科技公司共

同研发出“云律通”智能法律服务系统，并已

搭载至“法治平谷”微信平台。平谷群众只需

点击“智能咨询”进入系统，勾选案件基本情况，

就可以得到一份详细的法律报告，常用的合同、

诉状等文书也不必再到网络上搜索，而是可以

在“智能文书生成”功能下实时获得定制化的

法律文书。通过这套智能法律服务系统，平谷

区居民可以获得从普法教育、问题解决、法律

工具到法律查询（精确到平谷区规范性文件）

在内的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大大提高了法治

宣传教育的精准度和实效性。

 二、新媒体开展法治宣传工作的优势

1. 传播范围广泛化。网络空间的无限性为

新媒体充分拓展范围提供了条件，地域和空间

限制越来越少，只需要设备和传输信号就可以

发布信息，如山东辱母案。2017 年 5 月 27 日上

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上诉人于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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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意伤害一案。山东高院官方微博“山东高法”，

从早上 8 点半到晚上 11 点，全程直播庭审进程，

文字、图片、视频，形式多样，内容全面，让

全国网民如“身临其境”观看庭审。

2. 传播形式多样化。传统三大媒体中，报

纸是以文字传播为主，广播主要以声音传播为

主，电视虽然具备了声画结合的特点，但其表

现形式仍然不够丰富。新媒体的传播方式除了

文字、图表、图片、声音、录像、动画等，还

能够实现这些元素的结合，使最终的信息产物

更加多元、立体和全覆盖。如微电影，平谷区

司法局自 2013 年开始，拍摄了不少很接地气的

普法微电影，这些微电影由群众挖掘身边的法

律案例，担任编剧和演员，用“身边人演身边事”

的方式，形成了具有平谷本土特色的普法品牌。

3. 传播全程互动化。新闻线索的搜集、采访、

发行等一系列活动，所有用户都有机会参与进

去，并且可以发表评论，信息发布者与受众可

以相互沟通，甚至实时交流。传播不再只是机

构和媒体的事情，每一位民众都可以参与其中，

谁都可能是记者、编辑。

三、新媒体开展法治宣传面临的困难

1. 法治宣传专门人才缺乏。运用新媒体开

展法治宣传工作，需要一大批既懂网络信息技

术，又懂法律知识，还具备过硬政治素质和敏

锐的判断力并热衷于法治宣传的复合型人才。

队伍专业化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困扰着新媒体

法治宣传的发展。现有的新媒体法治宣传人员

在法律知识结构和新媒体技术运用能力等方面

还难以满足新媒体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的需要，

无法积极有效地创新法治宣传工作。

2. 资金不足。新媒体以高科技为支撑，运

用好新媒体，不仅需要有充足的设备支持，还

需要能够及时检测网络舆情的配套软硬件设备。

这些信息化设备的使用、维护都需要大量资金

的投入，有了资金才能发挥新媒体的优势。目前，

新媒体法治宣传工作中资金短缺，不仅影响了

法治宣传人员对新媒体应用的积极性，也限制

了他们及时发现和应对网络舆情的能力。

3. 法治宣传精品不多。法治宣传有了新的

形式，还需要好的内容。目前普遍的做法是把

互联网、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当作一个信息发

布平台，进行法条式的宣传，内容空洞、形式

枯燥，宣传效果不明显。形式上以文字信息、

新闻为主，符合大众阅读习惯的微电影、微信息、

微动画、微漫画等法治宣传数字产品不够丰富，

无法充分满足社会大众的需求。

4. 法治宣传的互动性没有充分体现。传统

的法治宣传主要是利用宣传栏、发放宣传资料

以及电视、广播等形式进行，这样的宣传形式

缺乏互动环节。运用新媒体开展法治宣传，虽

然能够实现与社会大众的互动交流，但是这一

功能并没有被充分地发挥和利用。很多单位虽

然开通了普法网站、微信、微博，但仍然只停

留在发布法治类信息动态的阶段，很少进行沟

通与互动。

5. 法治宣传的针对性有待加强。在利用新

媒体进行法治宣传时，大多未对受众进行具体

划分，也未明确宣传的重点对象和人群，更没

有实地了解受众的法律需求，往往是泛泛地进

行普法信息的传播，使得法治宣传的针对性不

强，宣传效果不佳。

四、运用新媒体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的

建议

1. 加强新媒体人才队伍建设。培养一批业

务能力突出、工作认真负责的青年法治宣传人

才来保障和维护新媒体法治宣传工作，努力构

建一支能适应新媒体时代要求的法治宣传队伍。

一是要分层次、多渠道对现有人员进行培训，

制定切实可行的年度培训计划，拓宽培训内容，

全面提升宣传人员的业务素质、宣传水平和舆

论引导能力。二是在人员的选任和招聘上，要

把具备法律知识和新闻素养的高素质、复合型

人才充实到宣传队伍中。三是考虑建立新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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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宣传工作室，形成一支以志愿者参与为主、

政府购买服务为辅的创作编辑队伍，聚集一批

愿意参与法治宣传公益事业，拥有一定美工、

视频、音频编辑能力的志愿者，形成“微投入、

大产出”的创作与编辑机制。

2. 加大资金投入力度。运用新媒体开展法

治宣传教育工作，无论是各种平台建设、维护，

还是专业技术人员培训，都离不开经费的支持

与保障。因此，各级财政部门要根据需要，增

加法治宣传教育经费财政预算，加大在技术、

设备、设施领域的投入，为法治宣传工作提供

有力保障。加强资源建设，对于不同的宣传群

体，不同的法律需求，以及不断变化的媒体环境，

采取不同的宣传途径，进一步增强法治宣传的

效果。

3. 丰富法治宣传产品。人们通过新媒体获

取的信息呈现碎片化、扁平化的特征。例如在

微信、微博平台上发布的信息，受交互界面的

尺寸规格以及发布规则限制，文字一般不超过

百字，并且常配以插图或是小视频，简单明了，

生动形象，使受众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取最准

确的信息。因此，法治宣传必须针对这一特点，

简练普法信息内容，提升信息发布形式。同时，

进一步开发法治宣传产品和精品，如微电影、

微动漫、微故事等，增强法治宣传产品的吸引力。

 4. 完善新媒体互动功能。利用网站、微

博、微信、手机客户端等互动功能，建立新媒

体法宣工作的互动交流机制。通过向社会征集

法治宣传作品、开展评比，增加法律咨询版块，

组织微访谈，建立粉丝微信群等方式，开展互

动性强的法治宣传活动，实现法治宣传从“单

向灌输”向“互动沟通”转变，从“政府主导”

向“社会参与”转变。

 5. 提高新媒体法治宣传的针对性。一方面

要将受众和普法主题分类，根据地区实际，将

重点普法对象划分为国家工作人员、青少年、

农民、企业经营管理人员、流动人口等五类，

同时增加国家工作人员和青少年的法治宣传内

容。二是以受众需求为导向，不断充实法治宣

传内容。通过调查问卷、交流座谈等方式，了

解受众法律需求，及时提供实用信息，努力增

强宣传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6. 建立专业化运用维护管理机制。进一步

规范运用新媒体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的管理

机制，建立一套新媒体运用维护管理制度，如

建立每日更新制度，保证法治信息的时效性 ；

建立信息管理制度，对法治信息发布制定采集、

审核、更新等流程控制，保证发布信息的准确

和安全等。

                 （本文作者系平谷区司法局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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