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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政治】

论网络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建构 ∗
吴阳松
摘

要：网络时代，各种新兴媒介在政党形象建构的进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做好” 还要“ 说好” 已然成

为政党形象建构的重要一环。 从理论与实践的双重视阈来审视，以互联网技术为载体的各类新兴媒体不仅深刻改
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认知方式，而且解构了传统媒体时代政党形象的塑造模式与传播机制，重置了政
党形象塑造的生态环境，这已然成为政党形象塑造要面对的一个显性问题。 网络时代中国共产党形象建构，要把
坚持党管媒体原则与遵循媒介规律有机统一起来，建立健全党的形象塑造的机制链，创新党的形象塑造的方式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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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如果我们党过不了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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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和在其他情况下一样，名字及其自动的心智联

网和新兴媒体这一关，很可能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

想能 引 起 感 情 反 应” ② 。 这 种 能 引 起 感 情 反 应 的

体已经成为人们学习、工作和生活的重要工具和主

对于政党来说至关重要，是政党最为宝贵的政治资

一关。” ① 当前，以互联网技术为载体的各类新兴媒

“ 意象” 就是政党形象。 沃拉斯认为这种情感反应

要平台，不仅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

源。 从相关论述和研究来看，沃拉斯的政党形象最

和认知方式，而且建构了党执政的基本环境，对党的

初是作为一个政治心理学的概念来使用的，其本意

执政方式、治理能力甚至执政理念都提出了新的更

是用来研究和阐发政党形象与选举和投票之间的微

高要求。 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也为人们的信息沟

妙关系，但在这里却从一般性上揭示出了政党形象

通交流提供了广阔空间，但与此同时，一些丑化、诋

的特点和功能，开启了人们认识和探讨政党形象的

毁我们党的谣言时有出现，给党的形象带来负面影

序幕。 毋庸置疑，现代政党政治背景下不断提升、优

响。 新时代政党形象的建构与塑造问题日益突出，

化政党形象对政党本身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从一般

已然成为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必须要解答的一个现

意义上说，政党形象是指社会大众以该政党的理念、

实课题。

绩效和风貌为客观基础而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主

一、政党形象的生成与媒介的耦合分析

观认知，是建立在对政党全部历史、理论和实践评价
基础上而形成的一种总体印象。

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政党形象一般认为是由英

政党形象是人们对政党的一种主观认知和总体

国学者格雷厄姆·沃拉斯（ Ｇｒａｈａｍ Ｗａｌｌａｓ） 最早提

印象，本质上是主体对客体的一种反映，但主体对客

中的政党，“ 一听见或一看见就滋生出一个‘ 意象’ ，

来看，客观存在的事物与人们对它的认知结果之间，

出的。 沃拉斯认为，作为一个名字出现在人们视听

这个意象不知不觉地逐渐转变为自动理解它的意

体的反映总是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从实践
总是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符或不对等，也就是说，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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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客观现实” 与人们对这一“ 客观现实” 的认知不

的政治关系和政治形式，传统的政治活动及其方式

一定是完全重合的，在一些因素的影响下可能还存

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变革，这些变革正在重置政党

在某种“ 差别” “ 鸿沟” ，甚至完全相反。 网络时代，
从政党的 “ 客观现实” 到人们对其生成的 “ 主观认

知” 的转化过程中，媒介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正所谓传媒即政治，媒介总是与某一特定的价值观

形象建构的生态环境。 在传统的广播、电视和报纸
为载体的媒体时代，广播、电视和报纸当然成为执政
党的“ 喉舌” ，成为权威政治信息的主要输出地。 民

众面对这些传统媒体时，往往只能接受其中的信息，

交织在一起，现代社会人们总是通过新闻机构和传

而对信息本身没有发言权，更无法创造信息。 网络

播媒体 去 了 解 外 部 世 界。 具 体 而 言， 政 党 形 象 是

时代信息传播的去中心化特点与扁平化特征，使得

“ 现 实” “ 媒 介” 与 “ 认 知” 三 者 之 间 的 互 动 结 果。
“ 现实” 是政党形象生成的“ 客体” ，即政党的历史、
理论、理念、绩效与风貌等客观情况。 “ 媒介” 是政
党形象生成的中介或工具，是公众与政党互动、沟通
的载体。 “ 认知” 是人们借助中介对“ 客体” 完成某

民众对信息的选择度大大增强，民众对信息有了选
择的可能，可以自由接受或不接受信息，可以从不同
端口、不同媒介接受信息，可以选择接受什么样的信
息以及什么时候接受信息等。 同时，网络新兴媒介
传播的不仅仅是信息本身，而是带有浓厚“ 社交化”

种“ 印象” 的一个过程。 简言之，政党形象的生成是

特点的信息。 人们可以围绕接受的信息进行持续地

民众借助一定的“ 媒介” 来认识、交流和评判政党的

讨论、交流和互动，不断与他人交换看法，从而接受

“ 现实” ，达到一种“ 认知” 的结果。 随着以互联网为

的不再是某一机构发布的僵硬式命令，而是人们交

载体的各类新兴媒体和平台的涌现和广泛使用，各

流、讨论和不断延伸的信息。 与此同时，接受信息的

类新兴媒介在认知、建构政党形象的过程中发挥着

民众不再是散状性的“ 广场式” 人群，因特定信息而

越来越微妙的作用。 良好的政党形象一定是以良好

聚合的具有特定范围和界限的人群更容易走到一

的政党“ 客观现实” 为基础，但政党良好的“ 客观现

起，这些人群因为信息本身而聚合和组织起来，客观

实” 不一定生成良好的形象。 在当今网络时代，“ 身

上又加固了信息传播的“ 社群化” 效应。 因而，在网

正不怕影子斜” 的传统思维可能需要改变，“ 做好”

络媒介环境下，民众接受信息本质上是一种搜索式

还要“ 说好” 已然成为政党形象建构的重要一环，网

的主动选择。

络时代政党形象迫切需要塑造。
二、媒介生态的变迁与政党形象的塑造
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 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 指

出：“ 一切权利，甚至包括生活机会，都要为自身辩
护。” ③ 网络时代政党要为自身形象“ 辩护” 显得越

从过去配送制的“ 被动接收” 到现在搜索式的

“ 主动选择” ，是网络时代信息传播的基本特点，这
极大地拓宽了民众政治参与的空间、渠道与热情，重
置了政党形象建构的生态空间。 一方面，网络时代
信息传播的全天候、全覆盖、无遮挡的特点，极大地
拓宽了民众的意见表达渠道和表达空间，客观上扩

来越重要和迫切。 在以广播、报纸和电视为主要传

大了民众的知情权、参与权与监督权，当然对政党形

播媒介的传统媒体时代，政党形象的塑造是在一个

象建构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 另一方面，网络新

自上而下、不可逆的垂直型模式下完成的。 而在互

媒体把现实生活中分散的人有机地联系到一起，在

联网环境下，政党形象生成的媒介生态发生了深刻

快捷、全面的新媒体新技术推动下，信息传播的聚合

而显著的变化，各种新兴媒介主导的信息生产与传

效应、关联效应和从众效应得到前所未有的放大，民

播方式改变了传统媒体时代政党形象的生成与传播

众很容易从各类新兴传播平台中获得政治信息、知

机制，传统政党形象的塑造模式受到了强力挑战和

晓政治事件，进而进行政治交流、展开政治讨论，从

解构。

而汇聚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参与力量，这一力量对政

１．从被动接受到主动选择：政党形象建构的生

态环境重置

网络不仅仅是一种技术，衍生的是对传统社会

党形象建构提出了更多期盼和挑战。

２．从广场式喊话到沙龙式谈话：政党形象生成

机制的变异

的极速改变。 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不仅改变了人们

较之于传统媒体时代，网络时代政党形象的生

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而且改变了人类习以为常

成机制发生了颠覆性变化。 传统媒体时代，政党内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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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通过广播、电视和报纸等传统媒体的剪辑和加工，
通过某种特定路径传递给民众从而建构起党的形

线式” “ 一对多” 的信息传播，信息传播主体与受众
之间是主动与被动的单向度关系。 以互联网为载体

象，这一形象生成本质上是一种“ 广场式喊话” 的生

的各类新兴媒体本质上是一种“ 交互式” 的可逆、发

产。 网络时代政党活动内容与活动信息的产生，不

散性传播，信息传播主体与受众之间的关系表现出

再是政党和官方的独立行为，民众亦可以成为“ 生
产” 的主体，成为政党活动内容与政治信息的发布

者。 因此，如果说传统媒体时代民众只能“ 听话” ，
网络时代民众不仅可以“ 听话” ，还可以“ 说话” “ 谈

“ 双向可逆传播” “ 对等互动传播” “ 发散网状传播”

的新特点，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媒体时代政党形
象的传播机制与传播格局。
较之于传统媒体“ 直线式” 单向度的信息传播，

话” 。 民众不仅可以从各类网络媒介中获得更为立

以互联网为载体的各类新兴媒体“ 交互式” 信息传

这些内容与信息不再是孤立的，而是可以通过“ 谈

息时代，媒体一夜之间“ 飞入寻常百姓家” ，各种不

体、全面、及时的政党内容和政治信息，而且获得的

话” 而迅速产生“ 化学反应” 。 传统媒体时代民众从
“ 喇叭” 里获得的政党内容和政治信息只限于单一

的信息本身，是信息位置发生转移的“ 物理反应” ，

播，展现的是“ 人人即媒体，人人即记者” 的个人信
同的声音来自四面八方，传统主流媒体的声音被弥
散和弱化，传统的以官方媒体传播为中心的信息格
局被打破，衍生出一个去中心化、平等与互动的传播

而网络时代政党信息不仅可以通过各类网络新兴媒

空间。 在这一空间里，民众主动参与信息的收集、报

体传递，更能够使传递的信息在民众之间发生交流、

道、分析和传播，政党形象的传播机制发生了深刻变

讨论、聚合甚至发酵，从而使信息发生“ 化学反应” ，
这一“ 化学效应” 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 从众效应”

“ 群体极化效应” 等，使民众对“ 信息本身” 产生认知
倾向和前置思维。

如果说传统媒体时代政党形象是民众对政党内

化。 这一变化集中表现为“ 官方” 与“ 民间” 两个舆
论场的间隙与隔膜。 “ 一个是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官
方的舆论场，以官方各级、各类媒体为代表；而另一
个则是网民通过论坛、博客、微博、新闻跟帖等方式
与都市类媒体同频共振、遥相呼应，自下而上形成的

容和政治信息的反应，那么网络时代民众对政党内

民间舆论场。” ④ 在政党内容和政治信息的流动中，

容和政治信息的反应空间与信息边界则明显扩大

我们发现一些人宁可相信民间传播的小道消息，也

了。 这使得传统媒体时代政党形象的生成机制发生

不信官方渠道发布的正式消息，这充分暴露出“ 官

了某种程度的变异。 概而言之，传统媒体时代政党

方—民间” 两个舆论场的隔膜和间隙。 在这一事实

形象遵循的是“ 政党→民众” 的单向生成模式，这一

背景下，政党形象的建构要转变思维，积极主动地与

单向度的生成模式是自上而下且不可逆的；网络时

民众进行协商、对话并力求取得共识，才能获得民众

代政党形象的生成则表现出“ 政党—民众” 的双向

的接受与赞许，才能获得良好的政党形象。

对接的生成模式，这一双向对接模式表现为两个端
口意义。 从民众端来看，民众对政党形象的建构不

４．从垂直化管理到扁平化治理：政党形象管理

模式的变革

仅源自政党发布的信息，而且还有外部获得的相关

传统媒体时代，政党既扮演着信息的生产者，也

信息内容以及对这些政党内容和政治信息的群体式

扮演着信息传播的管理者，这不仅是指政党内容和

交流、讨论和判断。 从政党端来看，政党的活动内容

政治信息本身就是由政党“ 在场” 而衍生的，更在于

必须更为务实、高效和亲民，必须更为接地气，才能

这一“ 生产” 是通过一系列的专业化、流程化和客观

获得民众的认可，才能从源头上提升政党形象。 这

可操作的加工、塑造和管理而完成的。 政党及其政

实质上改变了传统媒体时代政党在自身形象建构中

府通过对媒体的分级管理、分类管理、属地管理等手

扮演的“ 强势建构与弱势解构” 的角色。 因而，网络

段实现对媒体的把控，媒体根据政党要求积极完成

时代政党在自身形象建构中，必须更多地从民众诉

对政治信息的剪辑和加工，从而向人们传输塑造某

求与愿望出发。

种特定的政党形象。 因而，传统媒体环境下政党既

３．从直线式到交互式的信息传播：政党形象传

播机制的变迁
１０

就信息传播的特点而言，传统媒体是一种“ 直

是其形象生成的生产者，又是其形象运行的管理者，
政党形象的生产者与管理者在传统媒体平台上是重
合的，也就 形 成 了 传 统 媒 体 时 代 政 党 形 象 管 理 的

论网络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建构

“ 强势建构与弱势解构” 的现实格局。 这一格局在

络言论特别是网络涉政言论，弘扬网络空间“ 社会

网络信息传播环境下变得难以为继，客观上要求建

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传播导向； 另一方面， 正面监

构“ 扁平化” 的治理体制来实现对政党形象的管理

督、引导媒体的健康发展，以正面声音引领多元、多

和提升。

变的网络舆论，积极宣传主流价值和时代精神，积极

在以互联网为载体的各类新兴媒体环境下，人

传播网络正能量，鼓励创作文明、健康、向上的网络

人都是媒体发声器，人人都可以成为信息发布者，从

文化产品，从根本上确保网络空间成为一个风清气

而使人们能够更便捷迅速地实现信息传播，把党和

正之地。

政府的执政行为、执政绩效完整地暴露在民众眼前。

二是把遵循媒介规律聚焦在善用互联网思维来

因而，网络时代政党形象的管理问题本质上不是如

塑造政党现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好新闻舆论

何来“ 管控” 新媒体，而是如何来强化对新兴媒体的

工作“ 要研究把握现代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

政治领导力与思想引导力，建构“ 扁平化” 的政党形
象管理体制。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一些党员领导
干部仍然以传统的“ 管控” 逻辑对待各类新兴媒体，
简单粗暴地要求其“ 听话” “ 不准乱说话” 等。 把新

展规律” ⑥ 。 网络时代政党形象建构要遵循媒介规
律，要求在实践上不断强化互联网思维。 一方面，党

员领导干部要放下官本位姿态。 坚决破除“ 封、堵、
压” 的传统惯性思维，摒弃“ 控制欲” 的心态，树立平

兴媒体当作对手甚至敌人，这一管理理念亟须更正。

等理念，以平等、尊重的态度对待各类新兴媒体，这

党员领导干部要树立“ 对接” 思维，把新兴媒体当作

一点至关重要。 另一方面，党员领导干部要有强烈

朋友，建立健全“ 扁平化” 的政党形象管理体制，做

的受众意识。 互联网环境下政党形象塑造就是要积

到善待、善用、善管新媒体，尊重媒介运行规律，提升

极主动关心、回应社会关切和民众诉求，要针对网民

与媒体打交道的本领。 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塑造

关心的热点事件和焦点问题及时进行回应、解释和

党的良好形象。

说明，要针对一些负面新闻和言论进行及时调查、澄

三、网络时代中国共产党形象建构
的原则、机制与方法

清，有效化解网民的误解与不满情绪，切实提升党的
舆论导向与受众认同之间的实际效应。 政党形象建
构要有强烈的受众意识，要特别注重信息传播的真

网络时代中国共产党形象建构是一个系统工

实性、时效性与针对性，要坚持用传播效果来衡量信

程，需要遵循一系列基本原则，需要一套有效的制度

息传播的能力与水平，注重媒介信息传播的吸引力

规范和相关的体制机制保障，需要一系列有效的方

与感染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正面宣传要用心

式方法和策略措施。

用情感做，让群众爱听爱看，不能搞假大空式的宣

一起来

么样的方式能够群众更乐于接受，什么样的话语能

１．把坚持党管媒体原则与遵循媒介规律有机统

传。” ⑦ 要反思什么样的信息内容群众更感兴趣，什

网络时代中国共产党形象建构，首先就要把坚

够使群众易于理解。 只有做到从内容到形式全方位

持党管媒体原则与遵循媒介规律有机统一起来，把

地包装、修饰和打磨，才能讲好党的故事、传播好党

握好两者的现实契合点而确保一个清朗、有序、文明

的声音、维护好党的形象。

的媒介环境，遵循媒介传播规律，善于用科学的思维
方法来提升政党形象建构的实际效果。

２．建立健全党的形象塑造的机制链

制度带有根本性。 网络时代中国共产党形象塑

一是要把“ 党管媒体” 原则体现在把握政治方

造需要建构一套具体、管用的体制机制，特别是要建

向、制定管理规则、强化内容监督上，落实在媒介环

构一套有序、可链接和实用的机制链。 这一机制链

境的健康发展上。 “ 坚持党管媒体，把各级各类媒
体都置于党的领导下，确保党对新媒体的主导权、管
理权。” ⑤ 只有坚持党管媒体，才能从源头上确保媒

条至少应该包括党的形象监测与评估机制、形象传
播与回应机制、形象应急与修复机制、形象考评与惩
戒机制等方面。

体的健康发展，才能为塑造一个良好的政党形象奠

一是党的形象监测与评估机制。 党的形象监测

定有利的空间环境。 这在实践上就要求，一方面，旗

与评估是政党形象塑造的前提和基础，一方面有利

帜鲜明地强化政治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有效规范网

于客观评价当前党组织的实然形象特别是党员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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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的形象，对党员干部形象有一个客观清晰的认
知；另一方面有利于动态监测政党形象的变化及其
影响因素，实时把握政党形象的变化。 基于此，建立
健全党的形象的监测与评估机制，就要建立一支党

领导干部的“ 形象观” ，提出“ 要强化监督执纪问责，
严把选人用人政治关、廉洁关、形象关，全面净化党
内政治生态” ⑨ 。 网络时代建立健全党的形象考评

与惩戒机制，就是要着力领导干部“ 形象观” 建设，

的形象的采集、研判和分析队伍，建构形成一套党的

有效厘清有损党的形象的行为的内涵与边界，对有

形象的监测、分析、预警的制度化安排，特别是要完

损党的形象的行为要进行严肃惩处，对有益党的形

善网络舆情甄别机制，重点监测党员领导干部的执

象的行为要进行肯定和表彰，在党内形成一个良好

政效益、执政能力、执政方式和道德风貌与作风表

的形象运行的生态环境。 总之，建立健全形象考评

现，及其人民群众的实践感受等，从而为党的形象的

与惩戒机制，就是要从根本上要求我们的党员领导

认知与调适提供现实依据，为党的形象的有效提升

干部时刻 都 要 以 人 民 的 期 许 来 要 求 自 己， 时 常 地

提供科学的制度安排。

二是党的形象传播与回应机制。 “ 回应” 是执

政党“ 善治” 的基本原则，是政党形象生成的重要心

“ 照镜子” “ 正衣冠” ，以保持良好的共产党员形象。
３．网络时代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的方式方法

一是要主动出击，处理好“ 做好” 与“ 说好” 的关

理基础。 “ 治理的核心理念、原则与导向都会非常

系，不断强化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的建构力。 “ 做

造，要进一步完善党的形象传播与回应机制。 要针

政党形象生成的物质基础和客观现实。 网络时代

强调回应公民诉求。” ⑧ 网络时代中国共产党形象塑
对各种社会热点问题、民众关心的问题以及可能出
现的风险与冲突，以健全网络新闻发言人制度为基
础，建立一种日常性的社会回应机制。 通过这项机

好” 体现的是政党的实际作为与活动绩效，它们是
“ 做好” 的同时还要 “ 说好” ，要通过有效的方式方
法，把政党作为与绩效“ 说好” ，使民众接受、认可从
而生成良好政党形象。 实践表明，网络时代良好的

制，及时批驳和回应各种不实言行，揭露和批斗各种

实际作为和活动绩效并不必然给政党带来良好的形

恶意的信息炮制，有效澄清事实真相，及时化解各种

象，“ 身正不怕影子斜” 的认识思维并不完全适合网

矛盾和误解，正确引导人们对党的方针政策与和实

络时代。 要摒弃传统的“ 被动应付” 式的建构而勇

践工作的认知，形成旗帜鲜明、及时全方位的斗邪、
批谣、驳谬、澄实的工作方向，确保党的形象的塑造
与提升具有明确的方向性与矫正性。
三是党的形象应急与修复机制。 在全民深度参
与公共事件的网络时代，有效维护、修复和提升党的
形象，关键是要建构一套政党形象的应急处理与修
复机制。 当前，各种社会问题与风险挑战不断涌现，

于主动出击，善于主动宣传，有意识地“ 走出去” ，积
极参与媒介议程设置，切实提高网络空间的话语能
力，积极主动利用新媒体塑造党的良好形象。 总之，
网络时代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既要“ 善做” 也要“ 善
说” ，坚持“ 做好” 与“ 说好” 并举，把握党形象的生成
特点和网络传播规律，在“ 做好” 与“ 说好” 之间保持
合理的动态平衡。

频频发生的公共危机事件在网络新媒体上被放大，

二是要高度重视主要领导干部的形象建设。 中

这极大地消解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如何科学应对和

国共产党形象的构成是一个复合体系，其中，各级领

化解这些公共危机事件，有效修复和提升党的形象，

导干部是这一复合体系中的核心组成部分。 领导干

成为网络环境下党的形象提升的重要内容。 实践证

部是公众关注的焦点，也是政党形象的重要输出者，

明，如果能够有效应对和处置媒介公共事件，党的形

其个人形象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整个政党的形象。

象不仅能够得到修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能得到
有效提升，而问题的关键是相关部门要提高对媒介

“ 领导干部普遍受人关注，言行无小事。” ⑩ 他们的

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是党的形象的代表。 由此，

突发性事件的防范与应急处理能力，形成科学、有

人们总是根据这些“ 关键少数” 的作为、作风及其气

效、快速反应的应急响应机制，通过动态的、交互的

质等，对其所属政党的形象进行正比例判断。 正是

双向沟通过程，有效修复、提升党的形象。

在这个意义上，加强“ 关键少数” 的形象建设就成为

四是党的形象考评与惩戒机制。 “ 形象关” 是

党的形象建设的重点。 网络时代中国共产党形象塑

衡量和检视党员领导干部是否合格的重要标准。 党

造要高度重视主要领导干部的形象建设，一方面，要

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化

综合运用新媒体新技术，拓宽主要领导干部媒介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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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网络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建构

象的传播渠道，打破传统的宏大、严肃和单一的传播

的时空，或借助仪式化行为不断唤起人们对历史的

形式；另一方面，要进一步拓展领导干部形象的传播

记忆，从而不断增强对政党认知、认同。 要善于把现

内容，有效调适当前领导干部形象传播内容的模式

代化进程中的新成就、新故事通过好的形式宣传开

化和脸谱化现象，在工作和生活细节方面进一步用

来，从多重视角来展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从而不断

力，有效丰富领导干部的整体形象。

增强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

三是要不断改进政党形象宣传的方式方法。 网
络时代政党形象塑造要不断改进方式方法，切实增
强政党形象塑造的效果。 一方面，要善于利用各类
新兴媒体创新政党活动的传播内容与形式。 政党形
象生成的物质载体主要是政党理念、政党绩效、政党
行为及其活动等。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共产
党主要是以新闻报道的形式把政党活动内容表现出
来。 网络时代我们要超越传统意义上的文字传播，
积极借助各类新兴媒介和平台，以更加丰富的形式，
更为具体和真实的图像、声音和动作等多模态综合
手段来传播、展示党的形象。 另一方面，要善于挖掘
党史资源、善于凝练党领导现代建设进程中取得的
新成就、新故事，借助新媒体、新技术把党的良好形
象不断展示出来。 历史是客观的现实存在，要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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