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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锐视

“观赏”是力量
■殷修林

淮阴师范学院邀请多名师
生担任“观赏” 专家评点各二
级网站， 别出心裁， 值得借

鉴， 其亮点有三：
用“品鉴” 代替“评比”。 淮

师发起二级网站“观赏” 活动， 邀
请大家一一品鉴， 摒弃了常规的争
优评奖， 如同美食家品尝美酒佳
肴， 有一说一， 各选所好。 网站是
数字化名片， 用“品鉴” 代替“评
比”， 正是鼓励每个单位积极参与
和改进， 取长补短， 共同进步。

由“围观” 晋级“观赏”。 随
着网络技术的发达和社交网站的普
及， “网络围观” 成为网络生活的

一种新方式。 “观赏” 活动正是考虑
了高校师生是网络主要用户群这一特
点， 引导他们通过“围观”关注校园信
息资源，用“分享”表达自身态度，更鼓
励用“点评”抒发最直接的感受，由单
纯“围观”晋级为理性“观赏”，充分展
示师生网民的正能量。

让“心声” 服务“发展”。 网站
建设要将师生的需求放在重要位置，
做到贴近网友、 服务师生， 进而推动
学校各项事业向前发展。 “观赏” 活
动面向师生集思广益， 搜集“心声”，
肯定成绩， 查找不足， 可谓学校创新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有效之
举。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宣传
部部长）

提起江苏淮阴师范学院（以下简称淮师）的学科专业情况、教授人数，山西省晋中市教育局的赵建刚如数家珍。今年，他
的女儿走进了淮阴师范学院。 填高考志愿前夕，赵建刚带着女儿一直“遨游”在该校二级学院的网站中。

每天浏览一遍二级学院网站，是陈田田多年的习惯，她是淮阴师范学院教务处副处长。点击网站时，她常扮演
多种角色———学生希望看到啥？ 家长会关注啥？ 学院教师会对啥感兴趣……

“观赏”淮师：师生与网络美美共美
■本报记者 李薇薇 通讯员 王新鑫

编者按

当前的
舆论生态环
境给高校网
站建设带来
了前所未有
的机遇和挑
战， 各高校
都把网站作
为全面展示
自己的主阵
地、主渠道。
学校各个二
级学院网站
就是主体 ，
其建设平台
亦是高校外
宣与内宣到
底能够多完
美融合的展
台， 更是校
园和谐文化
体现的重要
载体。 现实
中， 高校二
级学院网站
的建设往往
沦为摆设 。
在一所地方
高 校———江
苏淮阴师范
学院， 他们
正掀起二级
学 院 网 站
“观 赏 ” 新
风， 在带动
校园文化自
觉营建潮流
的同时， 也
得到了很多
高校媒体工
作 者 的 关
注 。 本 期 ，
我们把目光
投向高校二
级网站建设
的话题， 希
冀带给高校
媒体工作者
更多启思。

“试水” 从评比到“观赏”

几年前的一次二级学院网站评比， 让
淮阴师范学院党委宣传部长朱延华记忆犹
新： 为了迎接比赛， 不少学院临时请来专
业人员更新网站， 获奖的页面美轮美奂，
没有获奖的单位怨言不断。

这样的评比“伤”了很多认真的心。 尤
其是， 比赛过后有些学院的页面就成了制

作精良的“死网”，学生张昕芸说：“二级学
院的网站新闻‘干枯’，点击量少之又少。 ”

今年， 该校党委宣传部、 语委、 教务
处、 现代教育技术中心联合举办的“观
赏” 二级学院网站活动正式上线。 活动期
间， 淮师新闻网“观赏” 淮师专题被点击
“爆棚”， 吸引了近千名学生前来“观赏”，
并留下思考的“足迹”； 邀请了30多位专
家和老师观赏、 点评。

从评比到“观赏”，中间跨越的是什么？
“以往评比是拉开架势， 高低分显差距，排
名定座次， 重结果却忽略了最有建设意义
的过程。”朱延华说。多年反思得出，网站建
设绝不是竞技运动， 不一定非要分出你先
我后，你高我低，网站建设更重视的是健康

校园文化生态的打造， 从而唤起校园师生
对文化营建的自觉性和积极性。“观赏”无
疑是最好的突破点：表扬与批评并重，实用
与观赏兼备。 因此，此次“观赏”，该校不对
18家二级学院网站进行评优排名。

就在采访当日———10月30日， 该校
历史学院的网站上跳出一则新闻： “2013
世界旅游小姐比赛 淮安赛区淮师钱梦佳
折桂”， 短短几小时内的点击量达200余人
次， 这种快速反应在以前二级学院网站更
新中不能想象， 学生们纷纷称赞网络编辑
陈彦老师的速度， 也喜欢浏览新闻里披露
的竞赛细节。 该院党总支书记金钊认为，
良好的网络文化生态就是在师生、 生生彼
此真心赞美中建立的。

【问题】
二级学院网站普遍重形式轻内

容， 突出网站的外表建设， 栏目更
新周期长， 内容陈旧， 忽视新闻报
道的质量和影响力， 忽视受众的真
实需要

“潜水” 从被动到主动

“人活着的理由或价值是被需要。 你
或是被家人需要， 或是被朋友需要， 或是
被工作需要， 或兼而有之。 人尚且如此，
何况一个网站？” 该校现代教育技术中心
副主任朱跃龙的思考带着一些哲学意味。

网站不会开口说话， 否则一定会为自
己“申诉”： “我生来是为学生服务的，
为何我却得不到学生的青睐？” 学校党委
书记郑勇坦言， 建设网站不是做样子， 不

是博领导欢心， 更应该追溯到它的建设初
衷和服务主体。

打开音乐学院网站， 扑面而来的是古
代编钟画面， 耳畔响起经典名曲 《茉莉
花》， 音乐系学子的演出照千姿百态。 该
院党总支副书记于永恒说： “从形式到内
容， 我们终于华丽转身”。 点评者教科院
老师贾夏说，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 关
注是最强的推动力。 音乐学院改版后的版
面设计典雅美观， 这是化被动为主动的最
好例子。”

该校城环学院党总支副书记王涛在生
活中最爱看人， 网上也是如此。 她“观
赏” 的是历史学院， 她发现， 历史学院
“旧貌换新颜”， “观赏” 效应已经显现，
他们网站上推出了“运动会人物专访” 栏
目， 她兴奋点击的同时认为， 这样的学院

网站让大家感受到师生在追求发展的过程
中所体现的真情和进取精神， 也充分发挥
了网站的主动育人功能。

微电影 《河下古镇之李记纸扎》 是该
校传媒学院网站“作品园地” 新上的作
品， 学生高洁说： “校园网站就是展示自
己的平台， 学生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被
朋友和家人看到。”

没有必须评上名次的刀光剑影， 只有
被赞美、被展示后的动力。竞赛评比后的压
力可能会产生动力，但“知耻而后勇”的状
态不是愉悦的，说不定还带有负面情绪。但
因为“观赏”而做出改变，则是自发的，是理
想照进现实的主动追求过程。 该校党委副
书记顾建国说，“观赏” 淮师就是要大胆地
让幕后“潜水” 的管理者浮出水面， 带头
营造适宜的“文化和谐” 空气。

【问题】
网站首页显示的内容较为单

薄， 能够直接查看内容更新的只有
“学院动态”、“就业信息”和“教学科
研”三个栏目，其他都隐藏在二级子
栏目中，增加了信息检索的难度

“出水” 从抛砖到引玉

一次“观赏” 活动把该校教务处的周
洪波“吓坏了”， 他自嘲“吓得我简直不
敢下笔， 忽然间意识到自己荒废了博客记
录， 丢失了看书习惯， 缺少了主动学习，
后果是如此严重。” “观赏” 活动同样也
激励了这些“砖家”， 他们纷纷一展拳脚，
钻出“水面”， 抛砖引玉， 百花齐放。

“技术控” 孟波， 是该校招生就业处
的老师，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网站建设的

不足： 网站运营者应舍得对自己下“狠
刀”， 二级学院在考虑某个栏目该不该放
在首页上的时候， 不要犹豫， 保留过多栏
目就易丧失特色。

当然， 他也很想为二级学院网站诉诉
苦： 专业制作是难题， 后期程序员维护网
站后台的人员成本、 硬件成本等压力， 对
于二级学院来说都是难言之隐。 该校城环
学院借此次“观赏” 活动的东风， 指定了
专人进行网站维护， 并首次明确要在年终
津贴中予以体现。

柏拉图说：“应该寻找一些有本领的艺
术家，把自然的方面描述出来，使我们的青
年像住在风和日暖的地带一样， 四周一切
都健康有益，天天耳濡目染于优秀作品，使
他们不知不觉培养起融美于心灵的习惯”。

该校语委常务副主任陈旻鼓励大家要

“咬文嚼字” 地“观赏”， 含英咀华。 他认
为二级学院网站的文章中， 一定有许许多
多运用得恰到好处的高妙词句， 找出来，
品评欣赏。 比如， 文学院的网站古色古
香， 其中“博雅文学” 四个字采用的是古
篆体， 江南雅士的气质透过网络尽显。 陈
旻进而生发感慨， 大学是首善之区， 是文
化精英集结之所， 大学网站不仅要以汉字
规范使用为己任， 也应该以汉字使用之美
来自觉地显现自己的品位。

“网络最大的特征是交互性， 这是其
他媒体无法比拟的。 二级学院网站‘观
赏’ 活动， 加强了领导与群众、 教职工与
学生之间的互动与交流， 也呼唤师生的参
与意识， 是建立校园网健康运行机制的一
个探索。” 该校传媒学院教授柳邦坤给出
了他的专业意见。

【问题】
网站的图文形式设计不够人性

化， 传播方式单一， 用户体验度和
互动性不够， 没有能够凸显学校的
中心工作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引导的作用。

“戏水” 从“各美”到“共美”

叶姗姗就职于该校人事处， 她把“观
赏” 活动和自己的本职工作联系了起
来———发现有15家学院都在主页最醒目
的位置开设了师资队伍建设展示栏目， 其
中6家提供了本学院所有老师的相关信息，
3家仅展示了教授风采， 6家开设了专栏
却没充实相关信息， 一种工作紧迫感在活

动中凸显。
她思考着， 如何让围观由自发变为自

觉、 由无序变为有序、 由盲从变为理性，
进而最大限度地聚合正能量， 这才应该是
活动的真谛所在。

俗话说， “内行看门道， 外行看热
闹”， 数科学院党总支副书记谢海燕的
“看门道” 很地道： 一是看“各家网站的
特色所在”， 二是看“各家网站存在的问
题”， 而“看门道” 之后就是学门道———
取长补短。

“‘观赏’ 活动解决了两个大问题， 以
前谈到网站建设总是有经费、 编制问题，
而‘观赏’ 既推动了学院建设， 又发挥了
高校文化引领带动作用。” 该校校长胡相

峰说。
“美人之美， 美己之美， 美美共美”。

“观赏” 淮师美在何处？ 好的文章， 春风
化雨， 总能让人有所启迪。 同理， 好的学
院网站能让师生、 校友、 家长等特定对象
有求必应， 这样就会把“观赏” 的热情和
智慧化为积极向上的正能量。 该校图书馆
网站本不在本次“观赏” 之列， 党总支书
记郭启松代表员工， 强烈申请加入被“观
赏” 的行列， 目前新改版的图书馆网站引
来一片喝彩。

而校园网作为高校校园文化的开放与
展示平台， 该校也正在酝酿让家长、 市民
们也参与其中， 让“观赏” 之雅风从校园
吹向社会， 吹向每个人的身边。

【问题】
学院网站栏目设置有所欠缺，

学院学生扎实的基本功、 学术大师
的研究成果等特色内容未能得到
凸显和展示， 从而使网站缺乏辨识
度和记忆点。

专家思考

诉求的网络美意
■杨磊

过去有人说， 校报是大学的一张
名片， 对宣传提升学校形象发挥了重
要作用。 而今， 网站成为大学的一个
窗口， 是信息传播和文化交流的重要
平台，更是学校各项工作的集散地。网
站建设的好与坏、优与劣，不仅直接影
响学校对外宣传的效果， 也对学校自
身的发展有重大作用。 因为高校本身
就肩负人才培养、 科学研究、 服务社
会、 文化传承与创新等诸多重任， 而
网站的艺术设计、 内容筛选、 更新速
率， 都能反映学校的办学理念、 管理
水平， 甚至其发展走势也可窥见一

斑。 在校师生、 社会各界、 海内外校
友、 未来学生、 潜在人才等都会前来
访问。 怎么样才能让网站内涵丰富够
大气、 形式美观上档次、 使用便捷高
效率， 值得各高校下功夫探索。

淮阴师院的“观赏”，反映出该校
业务主管部门和相关单位的自觉自
省。 其实，做好一个网站真的不容易，
因为众口难调。 但是只要把师生的需
要放在首位，认真去揣摩他们的诉求，
直接让他们参与观赏， 这件事情也就
由难而易，再加上专家领导的参与，一
个倍受欢迎的网站就会脱颖而出。

（作者系山东财经大学党委宣传
部副部长）

清风下的校媒之思
■王锋

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飞速发
展， 高校门户网站逐渐取代校报、 广
播台、 电视台等校园媒体成为学校对
外新闻宣传的第一媒体， 但当前很多
高校门户网站普遍存在栏目设置呆
板、 内容陈旧、 更新缓慢等弊端， 甚
至有一些高校的二级网站信息数年都
未曾更新。

推动二级学院网站建设而举办的
“观赏” 淮师二级学院网站活动， 以
中国传统文化欣赏和时下网络时尚用
语“围观” 为切入点， 立意新颖， 形
式活泼， 如一缕清风沁入当前略显沉

闷的高校新闻宣传圈。
当然，相对校园报纸来说，校园网

络是新媒体；随着微信、微博、人人等
各类应用软件在高校宣传工作中的广
泛使用， 高校门户网站可能过不了多
久也会变成相对传统媒体。 以传播方
式便捷化、传播形式碎片化、传播内容
海量化、 传播渠道多元化为特征的新
媒体时代， 新媒体技术将会赋予高校
新闻宣传工作更多选择、 更广阔的空
间， 而保持一个与时俱进的新闻宣传
工作态度， 保持一种对新闻宣传工作
模式创新的不懈追求似乎更为重要。

（作者系北京工业大学党委宣传
部副部长）

妙趣中的“棒喝”
■柏友进

众所周知， 校园网主页是大学对
外宣传的主阵地之一， 对展示学校良
好办学形象具有重要意义， 更是社会
了解学校办学情况的主要渠道。 然
而， 主管外宣的校新闻单位往往把最
主要的精力放在主页的版面设计、 功
能布局、 信息发布上， 而相对疏于对
二级单位网站的监管。 很常见的是，
某校二级网站的主页很光鲜， 但最近
的信息还是两年前的。

“观赏” 也好， “围观” 也罢，
笔者能体会到主办方的良苦用心， 就

是为了督促各级网站管理单位提升媒
体意识和信息发布质量意识。 也许，
为了抓这个事情， 很多高校都采取发
通知、 打电话的手段， 奏效一时， 未
必长久。 所以， 笔者看到淮师专题网
站上的“观赏”、 “围观”， 别有妙
趣。 做得好的和做得不好的， 是观赏
还是围观自有分别。

笔者想知道的是， 这个“观赏”
与“围观”活动，是不是长年举办？ 被
“围观”的人不在乎怎么办？ 被“观
赏”的网站久而久之审美疲劳了怎
么办？
（作者系汕头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

窥见大学风景
■薛小平

在自媒体时代， 传统网站的出路
何在？ 在低头刷微博、 聊微信的今
天， 又有多少学子会对学院网页投以
青睐的目光？ 调研结果往往令人沮
丧。 所幸， 在“一声叹息” 之后， 笔
者欣喜地看到了来自淮阴师范学院的
一抹亮色。

笔者认为， 办好一个网站， 首要
的是把好政治关口， 守住道德底线。
在此基础上， 需要在个性和粘性上下
足功夫， 以增强吸引力、 提高点击
率：

一是个性。 特色是生命力。 能

体现学院办学特色的网站才能适应
受众分化的趋势。 打开该校传媒学
院网站， 迎面而来的是新闻长镜头；
观赏音乐学院网页， 听到了“茉莉
花” 的旋律……繁花争艳， 各放异
彩！

二是粘性。 内容丰富， 更新及
时， 才能让特定的受众群体持续关
注。 学院网站需要设立满足本院师生
工作与学习需求的栏目和专题， 为大
家提供菜单式服务。 这样的网站留下
的是师生的足迹， 掠过的则是大学的
风景！

（作者系扬州大学党委宣传部部
长）

多些有勇气的冷静
■单泠

此次淮师的“观赏”二级学院网站
活动，很隆重地邀请大家去“围观”。

与“观赏” 不同， “围观” 是个
看似不带表情， 其实骨子里透着“幸
灾乐祸”。 不过有一点是值得嘉许
的———“围观”的人，往往与“被围观”
的人和事是无关的， 在无关本我的情
景下，说出来的话，大多客观而可信。
所以，淮师用“欢迎围观” 的邀请词，
已表明了他们的冷静和期待。

笔者认为， 我国一些高校宣传部
门对网站策划的无热情和被动， 相比
于让消息报道上主流媒体， 差别之大

堪比今日中国之城乡。 其中缘由， 不
用细想就明白———大学是讲社会效益
的， 主流媒体的影响带来的可见的社
会效益， 大大地超过了校园网站。

这里有一个眼光的问题， 我们似
乎越来越近视了， 在追求眼前利益的
大势中， 建设网上大学的宣传策略，
肯定是会要让位给搞好媒体公关的部
门。

因而， 围观的人们， 由“围观”
而成了“赏观”， 发出赞叹， 更多的
是为了支持这样一种拿出精力和勇气
来做不一定有效益的事的行为。

（作者系浙江大学党委宣传部副
部长）

哈佛大学负责本科生教育的哈佛
学院主要是通过“课程指南” 向社会
公众公布其本科课程， “指南” 由哈
佛学院所在的文理学院每学年统一更
新一次。 学院网站中保存着1999以来的
所 有 课 程 资 料 ， 如 “课 程 指 南
（2010-2011）” 由序言、 通识教育、 通
识教育中的研究生研讨课、 核心课程、
新生研讨课和学院研讨课、 以及各个
专业的课程方案和课程简介等部分组

成。 除了“课程指南” 外， 哈佛学院还
对核心课程、 新生研讨课、 荣誉课程和
特殊专业等课程计划开辟专门的网页进
行更为详细的介绍。

再看美国的另一所公立大学———阿巴
拉契亚州立大学， 它是北卡罗来纳大学系
统的一部分。 该校是一所只有两个博士学
位点的普通综合性大学， 共有99个本科专
业。 该校的本科课程主要通过学校网页中
的“课程一览” 进行查询， 在“课程一

览” 中可以查询到2003年以来的 《本科
生公报》， 每一学年的“本科生公报”
对每个本科专业的课程方案和具体课程
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本科生公报 （2010-2011）” 有500
多页， 在这一公报中比较翔实地介绍了
通识教育课程和专业课程。 通识教育除
了“公报” 中的介绍外， 该校还有专门
的通识教育网页， 对通识教育课程进行
了更为详细的介绍。

【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