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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校团学新媒体中心，2015 年可谓是一个“起飞

年”。这一年，我校团委官方微信公众号“西大团学小微”先后

荣登全国高校团委微信公众号影响力排行榜前三、全国基层

组织微信影响力排行榜榜首。与此同时，作为团学新媒体中

心的成员，一群被称为“团子君”的年轻人以奔跑的姿态走进

校内外广大师生的视野。

自2015年我校团媒中心成立以来，一批批胸怀志气的“团

子君”带着新媒体技术的时代基因、传播校园文化的热忱，立

足青年新视角，运用新媒体手段，用心讲述着西大故事。三年

来，他们于广西大学原生风土中酿造了一壶思想文化“甘醇”，

在校内外飘香四溢，赢得越来越多的赞誉。2016年9月，就连

国家教育部部长陈宝生也“点赞”团子君：“由学生用自己的表

达方式建设自己的新媒体，自己成为自己思想的引领者，很有

特色，这条路子可以继续探索下去，走出一条高校思想政治工

作的新路子来。”

在坚定迈向未来的路上，回顾团媒中心的建设历程，几多

风雨，几多荣光，这段由一群年轻人谱写的青春之歌，唱响了

学校发展总旋律中一段奋进的篇章。

上下求索，迈出成长第一步
2015年1月9日，团学组织新媒体工作推进暨新媒体联盟

成立大会召开。同年5月，联盟的执行机构团学新媒体中心正

式成立，负责校团委官方微博“广西大学共青团”和微信公众

号“西大团学小微”的管理与运营。

摸索成长，曙光初现。成立之处，团媒中心只是一个小规

模的学生组织，人员短缺，硬件匮乏，管理运营经验几乎为

零。对一个处在起步阶段的新媒体组织来说，做出有自己特

色的原创作品，增强影响力非常重要，但因为进行原创内容耗

时耗力，这让“缺兵少粮”的“团子君”非常头疼。但是，开弓没

有回头箭，第一届“团子君”在校团委老师的指导下开始摸索

制作原创微信推文。

功夫不负有心人，团媒中心迎来了第一个小胜利。2015

年1月12日，电影匆匆那年》的热潮还未散去，“团子君”们便

结合电影中的青春主题，在公众号“西大团学小微”上推出一

篇名为《【珍西▪时光】匆匆那年，我在西大遇见你》的文章。

该推文以原创图文和H5页面相结合的形式，传递爱校情怀，

勾起了学生们的青春记忆，访问量首次突破2000次。而这个

数字对于当时也只有几千关注量的公众号来说，可谓一个“开

门红”，更是一个莫大的鼓励。

此后，“团子君”们尝试着在推文中加入更多校园元素，以

不同的主题、形式呈现西大的美景、风物。“西大团学小微”推

出原创文章的频率越来越高，从原来的一周一两篇到每周至

少四篇，再到后来每日更新，每日打满。这些原创推文贴近校

园生活，生动有趣，可读性强，正对青年受众的胃口。另一方

面，微博@广西大学共青团，则通过固定话题讨论的形式，积极

互动，培养粉丝粘性。

随着两个平台的推送风格初现雏形，团媒中心影响力不

断攀升。2015年6月，“西大团学小微”在全国高校团组织微信

号影响力排行中位列第八，同期微博“广西大学共青团”排名

第十八。

应对挑战，勇攀高峰。当“团子君”们都在为平台运营的

进步感到欣喜的同时，一个运营“技术”难关又接踵而至。

2015年12月，演员邓超到学校举行青春分享会，这让整个校园

都沸腾起来。校团委将开展线上抢票活动的任务交给团媒中

心，对于“团子君”们来说，这又是一个新的挑战。

“当时还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因为什么都不懂，我们只能

摸索着做。”参与了抢票链接制作的元老级“团子君”韦芦芝印

象尤为深刻。在制作抢票推送的那几天里，她和其他几位“团

子君”一下课就往办公室跑，守在电脑前，在摸索中完成了第

三方平台的注册和抢票链接的制作。2015年12月8日，“西大

团学小微”推出抢票通知，一时间整个西大都开启了疯狂抢票

模式，“西大团学小微”的知名度和粉丝量又迎来一个急速上

升期。

荣光之后，再回忆起最初那些艰辛探索的日子，第一届团

媒中心主任兰月非常感慨：“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艰难地自己

一点一点摸索，后来终于有了一点进步，这一路走来，真的很

不容易。”

求实创新，打造青年互动平台
在团媒中心办公室的墙壁上，“来自君武青年的声音”9个

大字十分醒目。

在面积将近200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办公区、文化产品展

示区整洁有序......比起刚成立时，十多个人局促于小小一隅，

如今的团媒中心变得宽敞温馨，但“讲好西大故事，传递青年

之声”的初衷从未改变。“这两年多来，我们一直在做着‘传递’

的事情，传递西大声音，传递校园文化”，第三届团媒中心秘书

长韦方然说，“但‘传递’是单方面的，要想真正地吸引更多的

同学，还需要跟大家进行互动和对话。”

互动服务，贴近师生。团媒中心刚成立时，“团子君”们看

到了微博的强互动性和高影响力，他们通过校团委微博的更

新管理积攒了较高的粉丝基础，此后，“团子君”在日常更新微

博时，对特定时段内同学们喜爱的话题进行了分析与调查，根

据不同时间内的发博热度制定了微博话题表，在不同的时间

段里，发布不同话题的微博，微博内容涉及同学们学习生活等

各个方面。在“广西大学共青团”发布的微博中，“晚间唱片

行”“深夜食堂”等一些贴近同学们生活的固定话题获得了很

高的参与互动量。此外，话题“团子帮帮忙”用于帮助同学们

寻找丢失物件，“你我西大天”则实时发布校园通知公告，帮助

同学们及时获取校园内的重要资讯。“团子君”常常在评论区

出没，为师生们排忧解难，拉近了和粉丝之间的距离。

此外，“西大团学小微”主界面的菜单栏内设置了“信息

查询”“团员注册”“关于我们”等板块，“查自习室”“查成绩”

“查校历”等功能方便了师生。如同校园生活小管家一般的

“团子君”坚持一系列的贴心服务，自然“圈粉”无数。

线上线下，齐头并进。“团子君”们一直努力创新，把握合

适的时机推出线下活动，和同学们进行面对面的互动与交

流。2016年10月15日，“西大团学小微”上发布了一篇特别的

推文《西大首次校园直播|嗨，这是你的菜！》，“团子君”和校饮

食管理中心合作，在推送中通过线上抽奖的方式送出学校食

堂餐券，吸引了不少同学对这次直播的期待。一周后，“团子

君”们在西苑餐厅开展了直播活动，2位主播在直播镜头前接

连品尝多道“明星菜”，引得许多粉丝直呼“流口水”。观看人

数突破1万，甚至有同学点赞留言“以后要天天去食堂吃饭！”。

2017年9月，教师节来临之际，团媒中心推出了“教师节

留言送蛋糕福利”的活动，同学们纷纷在校团委微博和微信上

留言，表达对老师的感激与祝福。教师节当日，“团子君”们化

身为“蛋糕使者”，为老师送上载满祝福的蛋糕。除此之外，团

媒中心还组织开展英语四六级考试考前公益辅导；在学生组

织招新的“拍照送明信片”活动......一系列的线下活动精彩纷

呈，“团子君”们完成了从“专攻线上”到“线上线下并进”的转

变。

凝心聚力，组建活力“团子军团”
“团子君”是一支年轻、有活力的队伍。他们敢想敢做，

真诚友爱，“每天都有不一样的点子”，用汗水浇灌团媒中心的

成长。

壮大队伍，完善职能。2015年4月6日，微信公众号“西大

团学小微”推送了一篇特殊的推文——《【团子招新】就在明天

下午！这一次，我们想来点新的》，“团子君”启动了第一次新

成员招募。从那以后，每年一次的招新活动为“团子君”队伍

注入了不少新鲜的血液。从成立之初的3个人到50人，再到

如今约150人的庞大的“团子军团”，“团子君”队伍不断发展壮

大。

与此同时，团媒中心的内部职能体系不断完善，内部结构

由单层转向多层。起初，团媒中心仅简单划分为微博组和微

信组，如今下设有秘书处、运营部、新闻部、宣传部４个部门。

其中，秘书处充当着机构“中枢神经”的角色，肩负起中心内部

各部门，中心与各学院、各校内外其他组织交流沟通的重任，

还负责活动策划、会议安排、舆情分析。运营部是直接运营管

理两大新媒体后台的“操盘手”，负责发布即时校园动态，维护

平台运行。新闻部是内容生产的“主力军”，常常活跃于校内

外文艺演出、体育赛事、会议论坛等活动现场，用镜头和笔头

传递青春正能量。宣传部是中心的“艺术总监”，主要负责视

听设计、影像处理和各类美工作品的制作，他们用深厚的设计

和制作功力为团媒中心增添色彩与活力。四个部门的“团子

君”们各怀技能，统一于校团委的直接指导，团结合作，发挥着

“团子军团”的最大效能。

人才交流，经验共享。“团子君”们一直保持着谦逊学习的

心态，积极开展和参与丰富的学习交流活动，主动升级业务水

平，积极完善团队建设。2015年，在校团委老师的带领下，团

媒中心的主要干部团队先后到福州大学、福建师范大学、中山

大学和华南理工大学等高校学习和交流新媒体工作经验。团

媒中心培植出人员“走出去”、经验“引进来”的自我革新意识，

此后，2016年的广西高校传媒联盟年会、2017年中国高校校园

媒体发展论坛等国内重要的高校媒体发展交流活动，都少不

了“团子君”的身影。他们广泛吸收各高校先进高效的运营管

理模式和新媒体技术手段，为团媒中心的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团子君”在高校新媒体“圈子”里

有了一定的名气。北京理工大学、西南大学、广西民族大学、

桂林理工大学、桂林电子科技大学等高校新媒体代表先后到

访团媒中心。“团子君”们热情地接待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高校

新朋友，并同他们分享交流和学习开展新媒体工作的成功经

验。

制度练人，情谊聚力。团媒中心还有着独特的“家文

化”。“家有家规”，《广西大学团学新媒体中心工作制度》是“团

子君”们的“家规”。奖惩分明的“家规”激励了“团子军团”的

责任意识和工作热情，“团子君”们始终自觉维护与遵守着。

2016年5月29日，在团媒中心第二届干部换届大会上，

团媒中心的吉祥物“荷团子”正式亮相。“荷团子”阳光活泼的

形象，展现了西大学子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随着越来越多

的“荷团子”文化产品出现，它也成为了“团子君”们具象化的

精神纽带。

在工作之余，“团子君”们也有着属于自己的节日和活

动。例如每年一度的“团媒狂欢夜”是“团子君”的专属晚会。

“‘狂欢夜’就是我们的一个大联欢，通过这样的一个晚会形

式，让忙碌了一年的大家身心都得到愉悦和放松，也增进了部

门之间的交流。”第三届团媒中心主任梁耀文这样说道。此

外，团媒中心每年举办新老“团子君”见面大会、年度表彰大

会、户外团队素质拓展、全中心学习培训会和部门联谊、聚会

等活动。组织活起来，工作才更有干劲儿，团媒中心一直是

“团子君”们的精神加油站和温暖大家庭。

拓展思路，精品迭出引高关注
在近三年的努力下，团媒中心推出内容逐渐多元化，初步

形成了“四微”体系。后来，在此基础上，拓展形成“微思想，亮

光芒”“微热点，集众议”“微文化，齐分享”“微人物，立标杆”

“微服务，益师生”“微活动，展风采”、“微实践，接地气”的“7+

N”内容格局。

实力炫校，高唱青春。2015 年，“西大团学小微”延续着

“美图+美文”的风格，推出了一系列广受欢迎的原创文章。

2015年6月，正当高考生填报志愿之际，“西大团学小微”推出

了一篇招生宣传文章——《广西大学，这是你的大学》。其中，

“团子君”用精美的图片和生动的语言将西大直观地呈现在读

者眼前，吸引了许多家长和同学的关注，甚至连已经毕业的同

学都直呼：“好想再回西大读书！”这篇独特的招生宣传一经推

出，阅读量迅速攀升，一天内突破7万，这让“团子君”们既惊喜

又激动。2015年下半年，校园青春电影《我的少女时代》的热

映让“团子君”们又有了新“点子”，11月24日，“西大团学小微”

推出《假如···我的少女时代在西大》。这篇追忆青春的图文

微信受到了许多同学的喜爱，阅读量攀升至1.6万。

聚焦问题，引领精神。然而，当一系列的美图和美文在

“西大团学小微”上推出时，“团子君”们在后台发现了一些“不

满”的声音，有人对推送的雷同内容提出了质疑：“为什么总是

这些内容？”“能不能推一些有意义的内容？”

“所谓‘新媒体’，就在于新。我们推了很多美图和美文，

这些内容已经不新了，大家也都看腻了，我们该想想如何开拓

思路，做些其他内容，做些更有意义的内容。”第一届团媒中心

主任兰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于是，“团子君”们决定做出改

变。

2015年年底，学校菜鸟驿站的管理在校园里刮起了一阵

“舆论风潮”。面对同学们对学校菜鸟驿站管理方式的不满和

抱怨，“团子君”第一时间走进菜鸟驿站，采访相关负责人，推

送了一篇报道《菜鸟驿站可不可以不“菜鸟”》，一夜之间收获

了六千多的阅读量，也引起了学校相关管理部门对同学们反

映问题的重视。这样一种“反映校园声音”的报道推送后来还

被延续到了“体测成绩风波”、“学费收缴风波”等校园热点事

件中，新闻性增强的“西大团学小微”受到了越来越多同学的

关注。

此外，“团子君”还尝试加强内容的“思想深度”、发挥“榜

样影响”。在多元内容不断丰富产品体系的过程中，中心制作

的热门的精品推送甚至吸引了全国性媒体的注意。2015年12

月24日，正值考研前夕，“西大团学小微”推出《高能虐狗|西大

学霸情侣：蔡炜浩和周婧怡》，推送中学霸情侣的故事引起了

同学们的热烈反响。这篇文章推出后8小时内阅读量迅速破

万，《南国早报》以头版图片予以刊登，并吸引了网易新闻、腾

讯新闻、今日头条等媒体的报道。

丰富形式，酿造精品。每一篇精品微信的背后，是一个团

队的汗水与付出。第三届团媒中心副主任甘雅丹说：“在开始

准备每篇推送之前，我们首先会制定好详细的计划，我们每个

月都会提前从每个部门征集选题，在干部例会上大家一起对

征集到的选题讨论。除了协调各个选题的时间外，还一起讨

论如何让选题内容更充实、更有趣。最后筛选和确定好下一

个月的选题内容，并确定每个选题对应的主要负责部门和负

责人。在实施选题计划时，部门之间也会常沟通、合作，不断

地完善内容，最后呈现出来的推送基本都是经过我们多次审

核和修改的。”

2016年3月28日，《西大版好想你》上线。这个时长为3

分48秒的MV视频涵盖了西大的87道风景，是“团子君”们拍

摄了23天的用心之作。视频推出后阅读量突破3万，许多已

经毕业的校友看完后感动地留言：“西大，我好想你！”而这篇

有着突出影响力的视频推送非即兴所成，在此之前，“团子君”

们已在《西大版南山南》、《西大姑娘》、《大学东路的日子》等歌

曲改编中积累了经验，随后，他们开始尝试拍摄视频，将西大

的特色更直观地呈现出来。

时隔一年，2017年3月，“西大团学小微”再次推出歌曲改

编的视频推送《西大版告白气球》，这个音乐视频由改词、演唱

到拍摄制作全都由西大人完成，推出后阅读量达到1万。这样

全面的歌曲改编对于“团子君”来说是首次挑战，也是一次初

有成效的尝试。同年12月，《西大版〈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

的上线，在校园里掀起了一股甜蜜的青春风潮。这篇改编自

小说和电视剧的图文推送一经推出就广受好评，同样收获了

阅读量破万的好成绩。

铿锵前行，闪耀荣光照亮征程
走进团媒中心的办公室，可以看到储物柜里摆放着几座

奖杯，洁白的墙壁上还挂着多位领导前来视察时和“团子君”

的合照及历届团子君的“全家福”，这一切都记录着团媒中心

的发展足迹。

成果丰硕，各方关注。从2015年成立到现在，团媒中心坚

持以“新”声传“青”音，收获了累累硕果。截至2017年12月，团

媒中心负责运营的校团委微信公众号“西大团学小微”粉丝达

7.2万人，共发布逾966期共1909余篇原创推文，总阅读量达到

610万次 ；新浪微博“广西大学共青团”粉丝数达1.4万人，发表

博文超过9950条，总阅读量突破3530万人次；自2015年,“西大

团学小微”的公众号影响力多次在各类排行榜中取得好成绩，

曾在共青团中央与中国青年报联合推出的“全国基层团组织

微信影响力排行榜”中荣登榜首，在团中央学校部“全国高校

团委微信公众号影响力排行榜”中多次跻身前十，与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985重点高校同列。

团媒中心的出色表现引起了校内外诸多媒体的广泛关注

和报道，也获得了各级领导和师生的关注与赞扬。三年来，团

媒中心迎来了国家教育部部长陈宝生，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

主任彭清华，自治区党委副书记侯建国，自治区党委常委、宣

传部部长黄道伟等领导。他们先后来到团媒中心办公室，看

望工作中的“团子君”们。在了解了团媒中心的发展历程和工

作方向后，他们都对“团子君”的工作表示赞扬与肯定，并鼓励

“团子君”们发挥新媒体的作用，宣传报道校园正能量，用大学

生的语言引领和服务青年。

不忘初心，展望未来。2018年5月22日，团媒中心第三届

换届大会召开，伴随着第三届“团子君”们的“退休”，责任的接

力棒自然而然地传到了第四届“团子君”的手中。“在我校90周

年校庆即将到来之际，全体团学新媒体中心干部将继承和发

扬历届‘团子君’们的优秀传统和苦干精神，锐意进取、勇于创

新，以热情饱满的情绪接受新的挑战，以坚定不移的信心勇攀

新的高峰，服务师生、引领青年，力争在九十周年校庆年，再创

新的辉煌！”这是第四届团媒中心主任张宝桁在换届大会演讲

中代表所有“团子君”发出的倡议，更是对团媒中心的美好祝

愿。在未来的日子里，总结经验，改进不足，完善新媒体矩阵，

更好地传递校园文化，传播青春正能量，“团子君”们仍在为之

不懈努力。团媒中心会愈加蓬勃发展，在新的征程中踏出更

加铿锵有力的足音。 (黄飒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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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团学新媒体中心建设纪实

2016年教育部陈宝生部长新新媒体题字

2018年举办团系统学新媒体首期训练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