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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强国’今天学了
没？”“每天必上‘学习强
国’。”

“慕课里最近更新了不
少大数据的内容，还有我喜
欢的诗词大会一口气看完了
一至四季。”

最近一段时间，在中国
石油大学（华东）的电梯里、
课间、餐厅、宿舍，经常听到
师生类似的对话，他们谈论
的“学习强国”是中央宣传部
主管的一款党员干部学习平
台。

“学习强国”自年初在中
国石油大学（华东）全面推广
以来，每天登录“学习强国”，
看时政、学理论、赏文化、晒
观点、比积分，爱上“学习强
国”，提高理论水平、提升文
化修养，正在成为全校党员
和众多师生的新风尚。

内容丰富，
师生爱上“爆款”软件

“每天打开‘学习强国’
学习，在我们党支部已经形
成了习惯，就像原来刷微博
一样。”全国“百个研究生样
板党支部”之一、地球科学与
技术学院党委测井重点实验
室研究生第一党支部书记姜
春阳说。

“学习强国”是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建设，并于 2019
年 1 月正式上线的，是以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主要内
容的综合性创新性平台，由 PC 端、手机客户端两大终
端二合一。

“内容强大，既有高大上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又有接地气的青年学生喜欢的慕课视
频、红色电影，还可以订阅我个人喜欢的法律、经济专
题。”姜春阳说，在“学习强国”上，大家不仅学到了知识
本领，学习后获得积分还有一种奖励的荣誉感，智能答
题则检验了学习成效，“是一款量身定制的贴心学习平
台”。

正像姜春阳所描述的，“学习强国”PC 端有“学习
新思想”“学习文化”“环球视野”等 17 个板块，180 多个
一级栏目，手机客户端有“学习”“视频学习”两大板块
38 个频道，聚合了大量文章、视频、试题、期刊、古籍、公
开课、歌曲、戏曲、电影、图书等资料。用户可在 PC 端登
陆网址或通过搜索引擎搜索浏览，在各手机应用商店
免费下载使用 App。

“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是青年学生喜闻乐见的。
所以，这款软件并不是靠硬性要求，而是靠内容吸引了
我们的。”该校理学院本科生物理学生党支部副书记刘
杰说。

“我们党支部既有工人党员，也有即将退休的老党
员，但是大家喜爱‘学习强国’的热情是一样的。”陈强
是东营校区党工委物业服务中心的党支部书记，他说
大家每天基本上能把积分学满。“可以学习发布即时的
两会精神，观看《血战湘江》这样的红色电影，还可以从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专
题中接受教育，平台太丰富了。”

“我的积分有 2900 多了，但在我们党支部，这些分
数还不能名列前茅。”陈强说。由于党员使用手机熟悉
程度不同，陈强所在的党支部在使用软件时还专门组
织了学习，“像老党员，我们就手把手教给他们如何下
载使用，他们学会这款时尚的软件后，内心是非常有获
得感的。”

像这个党支部一样，目前中国石油大学（华东）399
个党支部、5483 名党员已经下载注册“学习强国”并加
入学习组织。

汲取营养，以崇尚学习激发奋进力量

“除了关注时政新闻外，我还喜欢看‘学习强国’上
的历史故事，更喜欢‘大国重器’这些有技术含量的视
频。”在紧张的教学、科研之余，该校化学工程学院教
授、青年长江学者、山东省泰山学者特聘专家蒋文春每
天都登录“学习强国”学习，“我从来不刻意为了积分而
学习，这个平台的很多内容对我开拓科研视野、提升个
人修养非常有用。”

着眼于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觉悟、理论水平、
文明素质、科学素养，是“学习强国”建设和推广的初
衷，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师生在热情学习中也在努力
实现这一目标。

“学习方式灵活，学习内容丰富，学习效果明显。”
石油工程学院党委油气田化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吕开
河教授说，创新性的“学习革命”对于发挥党支部的战
斗堡垒作用、激发基层党支部和教学科研一线党员的
活力具有重要意义。

理学院本科生物理学生党支部的全体党员都下载
了“学习强国”，包括在国外短期访学的党员。这个党支
部每周五下午还开展集体学习，“就是要通过仪式感传
递崇尚学习这样一个信号，”党支部副书记刘杰介绍，
集体学习设有主题，并进行发言讨论，“交流心得、交换
思想，学习又深入了一步。”

刘杰所在的党支部成员大部分是大四毕业生，即将
读研深造。在学习讨论中，大家被“时代楷模”钟扬的爱
国情怀和科学精神所感动，而学习物理的他们，对中国

“氢弹之父”于敏的事迹和精神更有触动，“科学素养、
科学精神对于科学家取得卓越的成就至关重要，我们
作为准研究生，在‘学习强国’里汲取了专业发展的精
神和力量”。

“信息时代，来自网络的信息海量，有时候真伪难
辨，标题党频出。‘学习强国’上的信息权威、准确、正
确。”该校经济管理学院党委爱心党支部书记武楚萧
说，在娱乐化信息过多的今天，多登陆“学习强国”会让
成长的道路充满正气。

“‘学习强国’是新时代党员、师生充实学习内容、
丰富学习生活、创新学习方式、提高理论素养的‘风水
宝地’，是互联网时代强化理论武装和思想教育的创新
探索。”正如该校储运与建筑工程学院党委书记高平发
所言，“学习强国”是集大成的创新平台，集纳了数以亿
计的文字、音视频资料，在海量信息与特定需求之间搭
起了一座智慧桥梁，广大党员和师生在崇尚学习、加强
学习中激发了向上的力量。

实验室灯不亮、宿舍门窗需维
修、暖气漏水、教室保洁……工作、
学习和生活中遇到此类烦心事找
后勤综合服务平台，已成为中国海
洋大学师生的共识。

“这个平台既智能，又人性，是
我大学生活中不可分离的一部
分。”曾多次向该平台求助的学生
李晓雨深有感触。

多年来，这一平台员工凭着优
质的服务、扎实的技能在高校智慧
后勤建设的道路上开拓创新、砥砺
前行，让青春在服务育人中绽放光
彩，成为师生交口称赞的“贴心管
家”“服务明星”。

“互联网 +”服务：
打造智慧后勤

2012 年末，“互联网 +”理念在
国内萌生之时，中国海洋大学应声
而动，率先启动后勤信息化建设工
作，成立了后勤综合服务平台，并
逐步发展形成了以后勤服务大厅、

“数字后勤服务大厅”网站、后勤服
务一号通 66781000、后勤集团微信
公众号、移动后勤 App 为载体的

“五位一体”后勤服务新格局。
“同学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

帮您？”“老师您好，请问您对我们
的工作是否满意？”“房间门锁坏
了，我们已经记下，马上派人前去
维修”……走进位于中国海洋大学
教学区的后勤服务大厅，映入眼帘
的首先是客服人员忙碌的场景，接
听电话、受理来访、录入信息、派
工、回访……他们在平凡岗位上践
行着“一站式”“一次办好”“线上 +

线下”智慧服务的理念。
滕旭征是“后勤一号通”接线

员，每年供暖季是她最忙碌的时
候，充水试压，易出现暖气漏水、水
管爆裂的情况，夜晚发生此种情况
更要紧急处理。某天凌晨，果真有
暖气漏水，学生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拨打“一号通”，当听到“您好，请问有
什么可以帮您？”这句亲切的话语时，
同学“无助”的心一下释然了。毕业离
校时，该名同学在留言栏里写道：大
学四年，感触颇深的是后勤服务的日
益改进，海大也成了令其他高校学生
羡慕的“别人家的大学”。

目前，该平台平均每天有效信
息录入量 100 余条，高峰期达 500
余条；24 小时服务热线“一号通”平
均每天接打电话 200 余个，微信公
众号粉丝逾两万人，移动后勤 App
已经成为了广受师生青睐的后勤

服务“神器”。

创建“青年文明号”：
传递青春正能量

2018 年 12 月 24 日，共青团青
岛市委公布了新当选的“青年文明
号”，中国海洋大学后勤综合服务
平台名列其中。

“青春建功、服务育人”是这一
青年集体的创建口号，也是激发他
们开拓创新，传递青春正能量的动
力之源。

“叔叔、阿姨，今后我再也不在
海边乱丢垃圾了。”“离岸流这么可
怕，以后在海里游泳我还是和爸爸
一起吧！”这些略带醒悟和惊奇的
话语，是该集体在青岛石老人海水
浴场开展以“关爱海洋、守望蔚蓝”
为主题的环保活动时，现场小朋友

给予他们的反馈。该集体自发成立
了“亲海”志愿服务队，不定期开展
海洋知识宣讲进社区、进学校和海
洋保护公益活动。从自我做起，从
小事做起，为海洋知识普及、提升
全民海洋意识贡献一份力量。

“网聚青春同路人”是该集体
在青年文明号创建过程中，打造的
品牌活动。通过举办“你说我听”真
情座谈会、“遇见青春·遇见后勤·
遇见你”大走访和“网聚心声”后勤
朋友圈等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与
广大青年学子面对面、心连心，主
动听取他们关于改进后勤工作的
意见和建议，为他们的学习和生活
解除后顾之忧。

此外，他们还发挥自身的平台
优势，为大学生就业创业、实习实
训提供便利，在文明礼仪、语言交
际、智慧后勤建设等方面对学生进

行指导，使他们在青春扬帆的道路
上少走弯路。

历练青春：
实现更大担当和作为

3 月 31 日，新时代高校后勤改
革发展论坛暨后勤工作表彰大会
在北京召开。中国教育后勤协会授
予中国海洋大学思想文化建设和
信息化建设“全国高校后勤事业发
展先进单位”。这是中国海大在智
慧后勤建设中赢得无数奖励后的
又一次“+1”。

山东省“女职工建功立业标兵
岗”、中国海洋大学“巾帼文明示范
岗”“服务明星”“后勤之星”……系列
荣誉折射出这一青春集体的实力与
能力。原本一成不变、枯燥乏味的高
校后勤工作，也因他们的辛勤付出而
变得灵动多姿、别样精彩。

12 名工作人员平均年龄 32
岁，这是一支朝气蓬勃的团队。为
了永葆为师生服务的初心，他们通
过举办互助学习小组、业务强化训
练班、交流调研团，以及“青年突击
队”“青年文明岗”评选等形式和活
动，历练青春、追求卓越，积极争取
在服务育人的道路上实现更大担
当和作为。

“高校后勤工作是纽带，它把
‘互联网 +’技术和青年人干事创业
的热情连接了起来，构成了后勤综
合服务平台这个大舞台。青年职工
在舞台上挥洒汗水、锻炼成长，在
增强师生的获得感、幸福感的同时
践行着青春理想。”中国海洋大学
后勤保障处处长王哲强说。

让青春在服务育人中绽放
———记中国海洋大学后勤综合服务平台青年集体
姻本报记者 廖洋 通讯员 冯文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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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该平台
平均每天有效信息
录入量 100 余条，
微信公众号粉丝逾
两万人，移动后勤
App 已成为广受师
生青睐的后勤服务

“神器”。

中国海洋大学后勤综合服
务平台员工解答学生疑问

微博、朋友圈都是记录、分享
生活的重要阵地。但当抖音、快手
等短视频平台兴起后，用视频记录
身边发生的片段，成为不少潮人的
选择。

自去年开始，Vlog 进入国内，
引发了新的视频分享潮流。Vlog 是
英文 Video blog 的缩写，国内有人
将其译为“视频博客”。Vlog 以制作
者的视角，用录像设备将自己的生
活经历记录下来，然后通过拼接剪
辑，再加上字幕与背景音乐，制作
成具有个人特色的视频，并分享到
网络上。

被留学生带起的Vlog

对 Vlog 略有了解的人，相信对
Casey Neistat 这个名字并不陌生。
这位来自美国的 Vlog 达人被称为
Vlog 的“鼻祖”。自 2016 年，Casey
就开始了 Vlog 的拍摄，仅用了一年
时间，他在视频网站 YouTube 的粉
丝就达到了 600 万。而且根据网站
记录，他的一条短短几分钟的视频
最多能有两千多万人观看。

当 Vlog 在国外已经发展较为
成熟时，中国的 Vlog 还是一片“蓝
海”，由海外留学生们最早涉足，并
借鉴国外的创作方式，开始了自身
日常的生活记录。

在众多留学生中，目前最成
功的当数演员欧阳娜娜。拥有演
员与留学生双重身份的她，一边
用 Vlog 记录着工作的点点滴滴，
一边也与众人分享她的大学生
活———熬夜赶论文、上课、与家人
同学聚会等。

其实，Vlog 的博主们分享的
都是身边点滴之事。曾有人在评
价 Casey 的成功时说，他能吸引这
么多粉丝的重要原因在于，把普
通人的日常生活，拍出了电影大
片的感觉。

用艺术的形式分享平凡生活
中的亮点，然后让自己过一把万众
瞩目的明星瘾。对于大学生而言，
他们通过 Vlog 可以分享的是日常
学习与生活。虽然这对他们自己来
说再平常不过，但是对受众来说，
不同学校的求学经历以及所见所
闻就是吸引人的题材。

相信看过《蜘蛛侠：英雄归来》的
观众可能对电影开头的一个片段还
有记忆。在影片中，“小蜘蛛”彼得·帕
克是个在校生，同时也是个 Vlog 记
录者。他见到钢铁侠时就一直在用
DV 进行录制，并同时在网上进行分
享。关注他的人则通过“小蜘蛛”的镜
头体验着与钢铁侠“同行”。

国内也有越来越多的大学生

加入了 Vlog 行列。一个名为“大二
工科狗”的学生就在网络上传一段
Vlog。这段视频内容从起床开始，到
吃早饭、上课，回到宿舍，却发现舍
友们睡觉的睡觉、打游戏的打游
戏，而他却在一片狼藉的书桌上清
出一片区域，准备开始做作业。

虽然整体视频均为手持拍摄，
剪辑也并不专业，只是简单地切割
拼接，搭配的也是很简单的背景音
乐，但真实的生活场景还是引来
了围观者。有网友甚至在下面留
言：看到你的频道我笑了，感觉看
到了自己，可能我做的还没你好。
来，加油！

四川大学的黄颖璐也曾试水
Vlog，记录的内容是她所在协会的
读书会活动。之所以尝试 Vlog，是
因为她感觉现在 Vlog 是个新的潮

流，“另外就是用视频记录下来更
有仪式感”。在后期制作时，黄颖璐
选择的是手机上的 Vlog 软件，并评
价其“很容易上手”。不过对于平时
习惯用电脑剪辑的她来说，手机上
的 Vlog 功能还是略显粗糙，但好在
只是小众传播，而且所获评价甚
佳。只是对于自诩走“技术流”路线
的黄颖璐来说，“如果再有一次机
会，肯定会选择用电脑制作。”她告
诉《中国科学报》。

一种尝试

这些学生的尝试，引领了高校
中一部分人的潮流走向。在西北大
学新闻传播学院就读的硕士研究
生宾振宇就关注到了 Vlog 走进中
国后的发展，并将相关内容写成了

一篇文章。
在文章中，他先分析了留学生

“玩”Vlog 的原因：通过内容分享，
留学生与国内网友形成一个社交
圈，从而弥补背井离乡带来的归属
感的缺失。

而 Vlog 进入中国的时机，恰逢
短视频平台呈现出高度同质化，且
有低俗化倾向，受众的审美疲劳。
市场急需一款新的视频产品来引
发新一轮的浪潮，于是，Vlog 被推
向前台。

目前，Vlog 的主题以时尚、美
食、旅行、数码产品开箱或者生活
事件为主。但是，如果只是单纯的
拍摄，则可观性不高。纵观 Vlog 的
发展过程，我们不难发现，Vlog 的
多种主题的演变离不开参与者的
风格。

除了有想法，想要拍摄一部博
人眼球的作品，良好的设备也十分
重要。Casey 就曾在拍摄一个酒店
顶层游泳池的片段时，使用了四组
镜头，一组负责“与他对话”，一组
侧面拍摄他的入水动作，还有一组
拍摄他入水后在泳池内的正面镜
头，最后一组在无人机上。

对于器材和创作素材的高要
求，“倒逼”创作者在创作前就得做
好拍摄的准备。那些真正用心的拍
摄者们，甚至已经开始在用 Vlog 赢
利。但这对于大部分 Vlog 创作者来
说还太过遥远。“创作者们缺乏的
不是渠道，而是流量。流量的积累
需要时间，而作品的质量成为能否
带来流量最关键也是最核心的一
步。”宾振宇在接受《中国科学报》
采访时表示。

其实，从记录的角度看，Vlog
比文字更能具象地记录生活中的某
一个片段。当你希望回忆某些事件
时，不必费力在记忆中搜索当时的人
物与场景，只需要打开 Vlog 就能立
刻将影像回放。在视频中，你能看到
过去的故事和故事里的自己。

Vlog 与短视频相互补充

Vlog 兴起时，有人将其与小视
频混为一谈，但细辨之下，两者不
论从制作过程还是受众要求均不
相同。

短视频一般为 15~60 秒，而
Vlog 的长度则多为 4~10 分钟，创
作者一般是拍摄者，其内容主要与
拍摄者亲身经历相关，受众在观看
的过程中更有生活代入感。

除了时长不同，相较于短视
频，Vlog 看起来没有那么多华丽的
画面，或者博人眼球的情节，但它
能够展示创作者的日常生活，给人
带来新鲜感。对此，宾振宇认为，
Vlog 和抖音等小视频并不能算竞
争关系，而是彼此的补充。

“Vlog 的剪辑风格、配乐等都
是衡量一个人审美和品位的标尺，
而短视频却是不需要剪辑的。”宾
振宇说。这也决定了 Vlog 内容更具
个性，同质化更低。

目前，国内一些企业推出了专
门针对短视频剪辑的 App，使得制
作 Vlog 的技术门槛有了一定的降
低，并吸引了一批大学生 Vlog 博主
的进驻。但要让 Vlog 真正发展起
来，宾振宇认为还需要在个人隐私
保护、盈利空间、内容把控等方面
有所提升。或许未来在政策和平
台、创作者和受众共同的发力下，
会生产出更多优质作品，让 Vlog 在
青年人之间流传更广。

：换个角度看生活
姻本报记者 袁一雪

或许未来在政策和平台、创作者和受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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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让 Vlog在青年人之间流传更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