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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说校园

日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支教
团成员带着腾爱计划的“新年新衣”来到
金塔县三合乡中心小学，为孤儿、单亲学
生和留守儿童送去了新年的温暖。

去年8月20日，支教团志愿者一行12
人分别前往酒泉市肃州区和金塔县5个
学校任教，支教期为一年。 执教过程中，
这些志愿者发现，这里孩子的学习环境、
生活状况令人担忧。 志愿者们于是发起
了“金胡杨”公益项目计划，包括爱心助
学、励志奖学、人才培养三个方面，通过
腾爱公益平台和微博等新媒体， 以及争
取母校和当地相关配套资金支持， 累计
为服务地学校提供近30万元的爱心物
资，向300名贫困学生、单亲儿童及孤儿
提供了帮助。

通讯员 陈博 李帅

校园“最佳导演”再次出手
今天呈现在观众面前的 《牛转乾坤》，

是一个充满想象力和励志色彩的故事： 男
主角李昊出身于“科大世家” ,� 爷爷、
父亲分别是60年代和80年代科大毕业生。
进入大学后的李昊加入了科大“孺子牛”
机器人足球队， 愈挫愈奋， 拼搏进取， 最

终和队友一起取得国际大赛冠军。 在剧
中， 有挑战和困难， 也有欢笑和泪水， 有
拼搏的斗志， 也有美好的爱情， 剧中的中
科大文化精灵“孺子牛” 更是充满了趣味
和想象力……而读者可能想象不到， 跌宕
起伏的剧情出自于一位80后的女生之手。

1987年出生的蔡立英是本片的编剧，
去年刚刚留校工作。 这位80后才女于
2005年考入中科大， 本科阶段就展现出
独特的编导才华： 大四时， 她参加了素有
中科大“校园奥斯卡” 之称的校园DV大
赛， 一举夺得最佳导演奖。

获奖后， 指导老师问她， 有没有兴趣
尝试马上要启动的 《牛转乾坤》 的编剧工
作？ 她立刻答应了， 正式加入 《牛转乾
坤》 的创作团队。

之后， 蔡立英开始忙碌起来： 一边频
繁地去校史馆查阅资料， 一边不断构思如

何使只有“骨架”的故事剧情丰满起来。“编剧
的过程也是对中科大精神加深理解的过程。”
蔡立英回忆起那段创作时光， 记忆犹新，“我
经常泡在校史馆里，查看各种文字和图片，深
入了解科大的历史和文化， 不断被校史里的
人和事深深地震撼和感动着。 ”

对这次创作是否满意？“我相信我对‘科
大人’特点的拿捏是比较到位的。 只有一点，
我不太有把握，”说到这里，蔡立英俏皮地眨
眨眼，“就是剧中人物的爱情， 因为我本身没
有太多的情感经历， 不知道这一块儿的内容
写得够不够真实？ 请大家自己去体会吧！”大学文化形象如何塑造与传播

■蒋家平

中国科技大学原创动漫电影
《牛转乾坤》 在爱奇艺视频网站发布
一个月左右时间， 网络点击播放已超

过100万次， 引起网友热评。 中国动画
学会研究部副主任宋磊评论： “中科大

的 《牛转乾坤》 没有刻意模仿谁， 但他们
的作品却有着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和关注，
包含着真诚， 这或许是令很多动画公司都汗
颜的。” “如果说生活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作
为过来人在‘致青春’ 的话， 那么没有比看到
青春人青涩却纯真的‘致青春’ 更让人感动的
了。” 作为这部电影的总策划， 对这一结果既感
到有些意外， 又觉得似在情理之中。 由此， 也触
发笔者对大学文化形象的塑造与传播的深思。

除了人才培养、 科学研究、 服务社会， 大学
的功能还应该包括推动文化的传承创新， 要成为
社会的“精神堡垒”， 这一点已经成为国人之共
识。 不过， 何为大学文化？ 大学怎样成为弘扬优秀
文化的引领者？这需要更多学者与专家洞幽烛微。很
多时候， 大学的领导者依然习惯聚焦于前三种功能
探赜索隐，钩深致远，而对大学的文化引领功能缺乏
关注和认知。 一些大学的宣传部门更是热衷于向社
会展示教学、科研等硬实力，而在凝练大学文化、传
播大学精神方面漠视并拒绝积极探索传播之道。

那么， 在新的历史时期和传播环境下， 如何加
强大学的文化建设与传播呢？ 笔者认为以下4个问
题值得探讨。

首先， 大学需要梳理并建构自己的文化形象。
这一文化形象中， 既要有崇尚学术、 追求真理等
共性部分， 也应包括大学自身在制度、 理念、 行
为、 环境等方面的个性化追求。 显然， 这样的个
性化元素不是凭空而来的， 而是大学在长期的
改革发展过程中逐渐积淀下来的， 因此大学必
须通过回溯与凝练， 来厘清自身文化生成、 发
展、 嬗变、 创新的脉络， 以及自身的文化品
格与核心价值追求。 没有这样的文化自觉，
大学的文化引领也就无从谈起。

其次， 大学的文化形象需要立体化塑
造。 一直以来， 大学宣传部门都比较习惯
于通过传统媒体的单一渠道和新闻报道
的单一形式， 来向社会大众发布信息，
推介自己。 这对大学文化形象的传播
而言， 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大学文
化形象的塑造不仅需要借助于影
视、歌曲、诗文、演讲等更为丰富

多彩的形式， 也需要依托网
络、新媒体等更加多元化的

传播渠道和平台。 只有
这样，大学的文化形

象才可能是立
体 化 的 、

有血有肉的。 因此，大学应该在
系统而深入的文化与传统研究的
基础上，创作出更多具有自身特色的
文化产品。

去年以来， 中科大的文化传播团队
陆续推出了演绎“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
得者、科大创始人之一郭永怀先生的大爱情
怀的音乐剧《爱在天际》，以科大蓝鹰机器人
团队征战RoboCup机器人世界杯、屡次摘金夺
银为背景而创作的动漫电影《牛转乾坤》，以展
示创新文化氛围、传播校园正能量为主题的校园
歌曲《破茧成蝶》、《自由星空》等原创文化作品，
并通过网络和微博等新媒体推广， 有效地向社会
传播了科大人“育人为本、学术优先、报国为魂”的
文化品格，激起社会各界对中科大文化的认同感。

再其次， 大学文化形象的塑造要充分发挥师生
主体作用。 众所周知， 大学师生既是大学文化的继
承者， 也是大学文化的践行者和创造者， 任何没有
师生参与的大学文化形象的塑造工作都是缺乏生命
力的。 为此， 我们在创作上述文化作品时， 特别重
视发挥师生的聪明才智。 如 《爱在天际》 的创作和演
出团队的主体是在校师生； 《牛转乾坤》 由人文学院
师生担任导演和编剧； 《破茧成蝶》、 《自由星空》
均由在校生作词、 作曲、 编曲并演唱。 这是一种“中
科大人创作和演出自己的故事” 的文化叙事模式， 不
仅使得这类作品高纯度地演绎中科大文化本体， 而且
使创作也成为陶冶师生情操的育人过程， 真正起到了
春风化雨、 润物无声的作用。

最后， 大学文化形象的传播要以受众为本。 在
传播链条中， 过去受众是处于被动接受、 无所选择
的境地。 如今， 随着信息传播渠道和信息产品的多
样化、 丰富化， 受众的判断与选择余地越来越大。
尤为重要的是， 在这一过程中， 受众还越来越深刻
地参与到对信息的评判、 反馈和再创造中， 所以
说， 受众是信息传播链条中的直接、 重要影响因
素， 不被受众关注的信息是无效信息， 不被受众
接受的传播是无效传播， 大学必须从信息的源
头开始关注受众的需求和爱好， 将受众的选择
作为信息生产和传播的重要影响因素。

当然，不同的群体会有不同的价值需求和
阅读习惯， 我们还需要从年龄、 行业、 阶层
等方面细分传播对象， 并有针对性地生产
和提供不同的文化产品。 仍以 《牛转乾
坤》 为例， 我们之所以选择动漫电影这
种文化形式， 是因为这一文化产品的
传播对象是青少年， 而动漫恰恰是
青少年群体比较容易接受和喜爱
的一种形式。 也因此， 这样的
传播， 才能成为有效抵达年
轻群体中的传播。

（作者系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新闻中
心主任）

校园达人

校园锐视

这样传播大学精神，效果出乎意料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原创动漫电影《牛转乾坤》创作背后

■通讯员 曾皓

憨态可掬
的小牛、 青春
洋溢的大学生
活、 清新唯美
的校园风景、
刺激紧张的比
赛场景……近
日， 一部名为
《牛转乾坤》的
动漫电影引起
了关注， 在爱
奇艺影视门户
网站上推出一
个月来， 网络
点击观看已突
破100万次。

而打造该
部中国高校首
部校园题材原
创动漫电影的
是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的一支
校 园 原 创 团
队。 本期聚焦
《牛转乾坤》创
作 背 后 的 故
事， 并特邀该
片总策划蒋家
平为我们分享
关于校园文化
在新时期传播
的深度思考。

开启动态传播空间
2013年11月30日， 对洪孟良和他的

团队来说， 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这一天，
《牛转乾坤》 在中科大校园举行首映。 该
校党委书记许武、 校长侯建国特别为 《牛
转乾坤》 首映式题词———“任重道远， 砥
砺前行”、 “勤力奋勉， 成就梦想”， 表达
了对中科大孺子牛文化的深刻理解。

当晚， 创作人员们早早地到达了首
映现场。 本片的故事“背景” ———中科
大“蓝鹰” 机器人团队总教练、 计算机
学院陈小平教授也应邀出席首映式。

“坦率地说， 当时我们的心情是很忐
忑的， 不知道观众的现场反应会如何。”
洪孟良说， “影片刚开始放映时我们都
很紧张， 但后来我们经历了一波又一波

的惊喜。”
在约50分钟的影片播放过程中， 观众

反响热烈， 欢笑声和掌声不断； 在微博上，
师生对中科大精神的讨论也热闹非凡； 首映
当晚向学子们派送的限量版“孺子牛” 卡通
胸章更成为中科大校园的“新宠”。

“师生的反响出乎意料， 给了我们很大
的鼓励。” 《牛转乾坤》 的成功使洪孟良更
加坚定了最初的想法： 以新的形式为年轻
人讲故事， 传递青春正能量。 “这部动漫
打开了高校文化传播的一片新空间。 现在，
我们正在构思新的作品， 比如动漫脱口秀、
‘牛棚的故事’ 动漫微电影等， 希望通过更
多年轻人喜爱的内容和方式传递大学文化
精神。”

历时3年的电影创作
《牛转乾坤》 从最初的策划到今年出

品， 经历了3年的时间。
“最开始的想法就是想为年轻人讲一

个故事， 让他们在故事中感悟中科大文
化。 ”影片导演、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文学
院老师洪孟良把回忆追溯到2010年，“那时
我还在学校宣传部工作， 宣传部部长蒋家
平多次和我们讨论这样一个问题： 在传播
理念发生重大变化的今天， 究竟什么样的
传播内容和形式才是青年学子所喜欢的？ ”

大家思来想去， 最终确定了这样的思
路： 做一部动漫片， 给年轻人讲一个故
事。 “故事讲好了， 我们要表达的东西也
就传递出来了。”

然而， 做中国高校首部校园原创动漫
电影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没有先例借
鉴， 是一次全新“试水”。

“一开始， 我找来一批老师和学生，
漫无边际地神侃， 提出了许多设想， 但都
比较空泛， 主题不明确。” 洪孟良说。 经
过多次讨论， 该团队把创意定位于机器人
足球队征战世界杯。

中国科大有一支著名的“蓝鹰”机器人
团队，迄今为止，已18次获得RoboCup（机
器人世界杯足球锦标赛） 机器人世界杯赛
的冠亚军。“这支队伍在校内外的知名度很
高， 机器人足球更是青少年非常感兴趣的
话题， 以这支队伍作为故事的背景进行艺

术创作，一定是很吸引观众的。 ”
之所以定名为《牛转乾坤》，则与中科

大的孺子牛雕像密切相关。 洪孟良介绍，孺
子牛雕像是中科大78级学生毕业之际赠送
给母校的礼物， 如今已成为中科大的文化
象征。 在中科大，学术水平高的学者被称为
“大牛”，学业优秀的学生被称为“小牛”，而
诞生“小牛”的学生宿舍则被称为“牛棚”。

有了基本架构后， 洪孟良开始着手组
建他的创作团队。 中科大地处安徽合肥，
该地区动漫产业并不发达， 动漫工作者并
不多， 再加上本身经费极其有限， 想组建
一支强大的创作团队非常困难。

“这部影片有着很浓厚的中科大情结，

为什么不能让中科大学子参与到创作中来
呢？” 面对组队的困难， 洪孟良产生了这个
大胆的想法。

于是， 学生编剧蔡立英加入了； 一群校
园歌手也加入了， 为影片创作了主题歌 《破
茧成蝶》。 动漫制作则由中科大校友领衔的
合肥寰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完成。

“学生在创作过程中展现了非凡的聪明
才智和创作热情。” 洪孟良颇为感慨， “光
是面向师生剧本的讨论会就开了不下3次，
参加讨论的都是自发前来、 感兴趣的师生，
给出了很多有益的建议； 团队内部又讨论了
10多次， 3年来， 剧本前后打磨了10多次，
才出现了现在的模样。”

“春联”的校园聚会
■通讯员 廖英

日前， 华东交通大学校园内一角
热闹非凡， 该校学子在这一年年末以
特殊的方式辞旧迎新， 写春联、 赠春
联， 500余幅春联被一“抢” 而空，
给寒冷的冬天带来了暖意。

活动现场挤满了学生，他们为“索”
春联，积极参与答题行列，华东交通大
学险峰书法协会2位“书法大师”正在现
场奋笔疾书。“甲骨文被誉为最早的文

字、最晚的书法，其发现者是谁？ ”、“隶
书是哪个年代发明的？ ”、“天下第一行
书是谁的什么作品？ ”等与书画有关的
各类知识出现在答题卡中。“变好变富
变帅，更高更快更强”，横批“屌丝逆袭”
等有创意的春联受到学生的喜爱。

“喜迎新春， 每一幅春联就是一
颗温暖的心， 送出我们对大家的新春
祝福。 同时也借此机会弘扬历史悠久
的春联文化。” 活动负责人之一、 该
校土木建筑学院工程管理专业学生吴

峥介绍， 第一天在北区校园举行活动
时， 准备好的春联很快就赠完了， 没
想到在南区校园的活动也大受欢迎，
不少学生在活动结束后私下询问是否
还能再写春联赠送。

手拿“万水千山尽得辉， 五湖四
海皆春色” 的隶书对联， 该校对外汉
语专业学生苏儒庆高兴地说： “通过
参与， 我了解到了关于对联和书法的
文化， 还得到了一幅充满新春祝福的
对联， 内心充满欢喜。”

年仅 19岁的江苏大学女
生， 在文学路上闯荡10年， 出
版了4部童话小说

佘梅溪：
找到糖果味的彩虹

■通讯员 吴奕

佘梅溪是江苏大学思政专业的大二
学生， 如果自己不说， 旁人可能无法想
象， 这位90后女孩的小小身躯里隐藏
着大大的能量。 七彩神蝶、 树精灵、 一
颗心的流浪……一个个绮丽的童话故事
诞生于她的笔下。

4本已经出版的小说、 60万字的作
品、 曾是江苏省作家协会最年轻会员，
而在这些成绩面前， 佘梅溪认为自己
和普通大学生一样， 稍微有点差异的
地方就在于她生活中的文学气息多了
一点点， “我是幸运的， 能在文学的
道路上奔跑10年， 只是因为我比别人
多了一些坚持。”

一个约定， 成就了第一本书

“不要以为我的作文一定得高分，
其实， 高中时我的作文经常排在班级
倒数。” 佘梅溪在小学三年级时发表了
人生的第一篇童话 《找“瘦”》， 记不
清具体内容， 佘梅溪只依稀记得看到
报纸时的那种喜悦感， 就像小孩子得
到了糖果一样。

小学毕业那年， 闲来无事的佘梅溪
和学画画的堂弟约定———我来写书你来
画画， 她的第一部作品 《七彩神蝶》 就
这样诞生了。 最初的约定， 小堂弟没有
做到， 而佘梅溪坚持了下来， 她最终写
了8万多字。 佘梅溪家教开明， 在家庭
的支持下联系了一家出版社， 自费出版
了人生的第一部小说。

“追梦的路就像长跑， 总会遇到瓶
颈想要放弃， 只要坚持下去， 接下来
的路程就会轻松许多，” 佘梅溪很感谢
自己当时的坚持， 在出版了第一部作
品后她又笔耕不辍， 在 《少年文艺》、
《意林》、 《山东文学》 等发表了60多
篇文章， 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了3
部童话。 2010年刚满16周岁的佘梅溪
加入江苏省作协， 成为当时协会最年
轻的会员， 还先后获得全国少年作家
杯、 中山文学奖等各类文学奖项10余
项次。

为了写作， 熬夜到凌晨

到了大学， 佘梅溪有了更自由的创
作时间， 最喜欢的事情就是找到一间自
习教室， 戴上耳机安静地写作。 她的假
期充斥着各式各样的安排， 别人学习的
时候她在学习， 别人休息的时候她在写
作， “最累的时候， 曾经连续一个多月
写到凌晨两点多才睡觉。”

佘梅溪很庆幸找到了自己的兴
趣———写作， 并把它变成了生活的一部
分， “写起东西来我会有种踏实的感
觉， 心情不好的时候更喜欢埋头写作，
所有负面的情绪在文字面前变得不那么
重要了。” 由于经常熬夜， 佘梅溪时常
会犯胃病， 有时候为了写作还会耽误学
习， 她却从来没有想过要放弃， “这就
是苦中作乐吧， 人总该为某些钟爱的事
情尽可能地去付出。”

最令佘梅溪开心的不是写书获得
的荣誉， 而是一则无意从网上搜到的
信息。 那是一个来自浙江的小学生，
她在自我介绍中说最喜欢的书是郑渊
洁的 《皮皮鲁和鲁西西》 和佘梅溪的
《树精灵》， “就在那一瞬间， 我感受
到了作为一名作家的荣耀， 得到了一
直期待的认可。”

乖乖女， 生活节奏有点快

“不要以为我是个只会抱着电脑码
字的宅女， 除了写作， 我还是团支书、
辩论队队员， 参加了江苏省大学生职
业规划比赛、 江苏省身边的好青年评
选。” 说起这么多事情， 佘梅溪显得有
点压力山大， 她调侃自己， 谁让我的
责任感比别人多了那么一点儿。 大学
生活本该丰富多彩， 忙一些总会比闲
得发慌好得多。

生活中的佘梅溪经常犯些小迷糊，
可是一做起事来， 有点“拼命三娘” 的
味道。 太累时， 佘梅溪有自己的减压方
式。 她喜欢和朋友穿梭于镇江各种古老
陌生的巷子， 寻找那些开了几十年的老
店， 吃一顿热腾腾的地道小吃， 享受寻
找各种美好的过程。

佘梅溪正在创作第五部童话小
说， 随着阅历的增加和思考的深入，
她的笔触伸向了教育、 公正、 环境保
护等现实问题。 她说： “本科毕业后
想找份稳定的工作， 边工作边写作。
我想用清淡的文字， 平和自然地表达
让人幸福的感觉。” 这， 正如同佘梅
溪给人的印象一样， 清新平和而又幽
远宁静。

学业观察

爱心温暖回乡路
■通讯员 韦晴

“有了车票补助 ， 可以回家看
年迈的奶奶了， 真的好高兴！” 近
日 ， 武汉长江工商学院为来自新
疆、 宁夏等地区的117名家庭经济
困难的少数民族学生发放寒假路费
补助共计22000多元， 新疆塔吉克
族姑娘恰力帕尼姑丽接到补助后非
常高兴。

“学校、 社会给了我这么多帮助，

我只能通过学习上的努力刻苦、 生活
上的勤俭节约来回报如此温暖的关
怀。” 该校文法学院新疆籍学生苏力
艳·塞得尔丁说。

临近寒假， 由于该校来自偏远
地区的少数民族学生较多， 该校决
定根据学生回乡路程的远近， 给予
不同金额的补助。 通过学生本人申
请， 学工部审核， 最终该校选出117
名家庭经济困难的少数民族学生予
以补助。

支教团送新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