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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政策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司局长笔谈 

--把“重大使命”转化为“强大动力” 

来源：《中国教育报》 作者：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党支部书记、司长 吴岩 

发表时间：2019-12-9 

编者按：为了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推进教育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教育部直属机关党委与中国教育报联合开设“学习贯

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司局长笔谈”专栏，敬请关注。 

学习贯彻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对于高等教育来讲，就是要把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使命”转化为推动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动

力”。 

一、回头看：深刻认识十三大优势和两大奇迹、一大飞跃。《中共中央关于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

大问题的决定》从党的领导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军事、外事

等方面集中概括出 13 个显著优势，包括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人民当家

作主、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坚持全国一盘棋、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坚持改革创

新…… 

全文链接：http://www.jyb.cn/rmtzgjyb/201912/t20191206_279793.html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司局长笔谈专栏 

  

http://www.jyb.cn/rmtzgjyb/201912/t20191206_279793.html
http://www.moe.gov.cn/jyb_xwfb/moe_2082/zl_2019n/2019_zl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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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热点 

教育部官宣：985/211 已成为历史 

来源：社科学术圈 发表时间：1209-12-7 

在很长一段时间，高考生和家长、老师心目中好大学的标准是就“985”和

“211”。也有很多考生和家长在问：现在是否还保留 985、211工程高校的称呼？

985、211工程高校和“双一流”建设高校到底是什么关系？最近，教育部对此问

题作出了官方正式回复。 

 

985/211 与“双一流”的区别在哪 

区别一 

985/211 侧重对大学的评定，“双一流”侧重对学科的评定 

无论是“985工程”的 39所大学（含国防科技大学）还是“211 工程”的 100

多所大学，都是基于对学校综合实力的整体评价。尽管之前也有国家重点一级学

科和二级学科的评定，但社会对一所大学的整体认知，还是只看“牌子”不看学

科，影响并不大。 

…… 

全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DAoCdIyHJtR_4KwtGeEz5A 

  

https://mp.weixin.qq.com/s/DAoCdIyHJtR_4KwtGeEz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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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公开曝光 8 起违反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典型案例 

来源：教育部 发表时间：2019-12-5 

教育部持续加大违反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问题查处力度，在今年 4月和 7

月先后两批曝光 10 起教师违规违纪典型案例的基础上，日前，又对近期督促地

方和学校查处的 8 起违反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典型案例进行曝光。分别是： 

一、安徽省宿州市博雅实验学校教师许某某体罚学生问题。2019 年 3 月 29

日，许某某用笤帚木把对未达到英语月考目标分数的 25 名学生进行体罚，造成

部分学生腿部、臀部、背部等部位淤血、红肿。许某某的行为违反了《新时代中

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第五项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

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2018 年修订）》，对许某某予以辞退，按程

序撤销其教师资格，同时追究教育行政部门相关负责人及学校校长等的责任。 

二、天津财经大学珠江学院教师李某某性骚扰学生问题。2019年 5月 31日，

李某某通过微信对该校 1名女学生进行言语骚扰，并在婚姻存续期间与另一名女

学生发生并保持不正当性关系。李某某的行为违反了《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

十项准则》第六项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

条例》《教育部关于高校教师师德失范行为处理的指导意见》，给予李某某开除党

籍处分，予以辞退并解除其劳动合同，依法撤销教师资格；天津财经大学党委对

李某某所在学院主要负责同志和分管负责同志进行了约谈，并责成学院做出深刻

检查。 

全文链接：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1912/t20191205_4109

94.html 

  

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1912/t20191205_410994.html
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1912/t20191205_41099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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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说教育 

汉语盘点：2019 年十大网络用语发布 

来源：教育部 发表时间：2019-12-5 

作为“汉语盘点 2019”活动最具网络特色的组成部分，2019 年 12 月 2 日，

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发布了“2019 年度十大网络用语”。本次发布的十

个网络用语依次为：不忘初心；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柠檬精；好嗨哟；是

个狼人；雨女无瓜；硬核；996；14亿护旗手；断舍离。 

网络用语的来源及成因多种多样，但这些词语都具有感染力强、易于传播使

用的特点。新中国已走过 70 年的辉煌历程，展望未来，更要积极投入到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努力攻克“硬核”技术，

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做好“14亿护旗手”的一员。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成就令世人

瞩目，路网的延伸极大便利了人们的生活，新手开新车上新路难免感觉“好嗨哟”，

但千万别忘记“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切莫认为“雨女无瓜”。人民群众的

物质生活大为丰富，面对“甜蜜的负担”，那些用减法代替加法，过上“断舍离”

式简单生活的人真“是个狼人”。互联网行业发展日新月异，行业高薪酬让很多

人成为“柠檬精”，但“996”的工作时间安排难免成为吐槽的对象。透过这十个

流行网络用语，一副鲜活生动的网民生活百态图跃然纸上。 

“2019 年十大网络用语”是基于国家语言资源监测语料库（网络媒体部分），

采用“以智能信息处理技术为主，以人工后期微调为辅”的方式提取获得的。监

测语料库包含了代表性网络论坛、网络新闻、博客等不同媒体形式的海量年度语

言资源，用数据反映了年度流行网络用语的使用情况。其中，本次发布所涉及的

网络论坛部分的数据就包含了超过 40万个帖子，字符数超过 5亿。 

全文链接：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1912/t20191

202_410477.html 

相关阅读：汉语盘点：2019 年中国媒体十大流行语发布 

  

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1912/t20191202_410477.html
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1912/t20191202_410477.html
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1912/t20191206_41116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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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办教育产业发展报告（2019） 

来源：教育部 发表时间：2019-12-5 

本报告是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民办教育产业发展报告”课题

组 2019 年度的分析报告，该报告立足于国家权威的统计数据、政策、法规以及

严谨科学的社会调查和企业访谈，全面跟踪 2018 年民办教育行业的发展进程，

密切关注教育产品的最新动向，深入分析民办教育行业的重大事件和热点问题对

民办教育发展的影响。 

本报告发现，2018 年民办教育产业的主要变化有：智能教育更加深入地植

入教育管理和基础硬件设施，产品应用不断深入和融合创新。更多企业运用科技

手段提高教育教学效能，借助公办、民办教育各自的优势互惠合作，放大优质师

资的价值，解决落后地区教育资源的匮乏问题。2018年的减负 30 条和第三批实

行新高考省份的落地，使得素质教育的热度再次升级，致力于培养学生兴趣爱好、

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的新兴素质教育行业得到了政策、资本等各方面的支持，获

得了较大的发展。与此同时，出国留学人数和国际学校的招生人数也迎来历史新

高。出国留学人员开始呈现低龄化的特征，但出国接受高等教育仍然是主流。国

别方面虽然英美加等英语国家仍然是主流，但亚欧的留学人数开始增加。一线城

市国际学校的增长速度放缓，三、四线城市的国际学校开始发展。此外，互联网

免费为王的时代开始终结，知识付费行业发展迅猛。学生可以通过微课、提问等

形式获得精准高质量的解答，教师也多了一种收入模式。 

本书通过独特的研究视角、翔实的调查数据和经典企业案例分析，对研究机

构、学校和政府部门、民办教育企业或者其他对教育产业感兴趣的读者理解民办

教育的发展状况和市场前景、教育产品的最新应用以及民办教育企业的商业模式

具有重要的意义。 

 

电子书链接（校内网可阅读/下载全文）：https://www.pishu.com.cn/skwx_ps/boo

kDetail?SiteID=14&ID=11053011 

  

https://www.pishu.com.cn/skwx_ps/bookDetail?SiteID=14&ID=11053011
https://www.pishu.com.cn/skwx_ps/bookDetail?SiteID=14&ID=11053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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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科综合类期刊影响力指数排名揭晓 —— 附“影响力指

数年报”下载！ 

来源：广东知网 发表时间：2019-11-4 

日前，中国科学文献计量评价研究中心发布了《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

报（人文社会科学）2019年版》（下简称《年报》）。 

《年报》力求反映人文社科研究创新与人文社科文献出版的上述趋势和特点，旨

在客观、全面、规范、准确地报道人文社科期刊的影响力指数、影响因子、被引

频次、可被引文献量、下载率等期刊计量统计指标，并提供这些计量指标的 文

献统计来源信息，为人文社科期刊的发展提供参考。 

《年报》概要主要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列出统计年为 2018 年的期刊影

响力指数、所在分区及主要影响因子，按学科将期刊分组，并按影响力指数降序

排列，以便查阅和比较分析；本期聚焦人文社科综合类期刊，详见榜单： 

 

全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2NDUwODU3Mg==&mid=2247484610&idx=

1&sn=a41c2cf870ae2789b7ddf6f72b17855c&chksm=fc48a631cb3f2f2735b902f625dc66c141bab

f4248ef3e381c389c262bd8897954b9a74244a3&scene=21#wechat_redirect 

第 1 期  | 中国社科期刊国际影响力指数排名揭晓 

第 2 期 | 人文社科综合类期刊影响力指数排名揭晓 

第 3 期 | 社会科学综合类期刊影响力指数排名揭晓 

第 4 期 | 哲学类、政治类期刊影响力指数排名揭晓 

第 5 期 | 经管理类期刊影响力指数排名揭晓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2NDUwODU3Mg==&mid=2247484610&idx=1&sn=a41c2cf870ae2789b7ddf6f72b17855c&chksm=fc48a631cb3f2f2735b902f625dc66c141babf4248ef3e381c389c262bd8897954b9a74244a3&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2NDUwODU3Mg==&mid=2247484610&idx=1&sn=a41c2cf870ae2789b7ddf6f72b17855c&chksm=fc48a631cb3f2f2735b902f625dc66c141babf4248ef3e381c389c262bd8897954b9a74244a3&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2NDUwODU3Mg==&mid=2247484610&idx=1&sn=a41c2cf870ae2789b7ddf6f72b17855c&chksm=fc48a631cb3f2f2735b902f625dc66c141babf4248ef3e381c389c262bd8897954b9a74244a3&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U2NDUwODU3Mg==&mid=2247484597&idx=1&sn=120f31a3e07c0405ded6c35a7ad87f64&chksm=fc48a646cb3f2f50c929109628d88ebe5788003610df0a974c545b73d14fe20a76796692a559&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U2NDUwODU3Mg==&mid=2247484610&idx=1&sn=a41c2cf870ae2789b7ddf6f72b17855c&chksm=fc48a631cb3f2f2735b902f625dc66c141babf4248ef3e381c389c262bd8897954b9a74244a3&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U2NDUwODU3Mg==&mid=2247484619&idx=1&sn=8b8e36f4f12d4e77a733f3eaf63e7675&chksm=fc48a638cb3f2f2e1055f3126dbb8da22f52bd2fbb5a435b408216f6973f02d29f4d442500f4&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U2NDUwODU3Mg==&mid=2247484738&idx=1&sn=1b41017ebfc0958ee3fb385e0a998bb3&chksm=fc48a7b1cb3f2ea714cfa9181854d5185d10afc2a5b16eba192af64c78a82e31d403c2c547b3&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s://mp.weixin.qq.com/s?src=11&timestamp=1575946017&ver=2025&signature=ZexEj9gpWHbXLYei*ak22yFc7he4MGIPir2p8jR7bazvCabxpYNFY7RVSv-roFjchlfS1dCZjDpOQ4kw1QHZZ3JjurdkpNC2BOJsNi4KCxuLVZRnDoH*-K8H7wtLqwnw&new=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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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高校遭上市公司扎堆疯抢，到底哪家最疯狂？ 

来源：中国教育在线 发表时间：2019-11-22 

2015 年底《高等教育法》修订案删除了设立高等学校不得以营利为目的这

项内容，为民办高校上市打开大门；2016 年底，《民办教育促进法》修订案再次

说明民办学校(义务教育阶段除外)举办者可以自主选择设立营利性或非营利性

民办学校。 

民办高等教育终于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代”，更多的民办高校迈向了上市

之路。 

那么问题来了，到底是哪家上市公司在抢夺民办高校的道路上狂奔不止呢？ 

 

与民办高等教育资源分布相对应，上市企业下属的民办高校也多集中在民

办高教资源丰富的地区。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上市企业下属民办高校多分布在四川、河南、广东等

人口众多的地区，这些地区也是民办高等教育资源丰富的地区。 

  当然也有例外，民办高等教育资源同样比较丰富的江苏就没有多少上市民

办高校。此外，北京、上海等高等教育资源充足的地区，上市民办高校几乎为

零。  

全文链接：https://news.eol.cn/uni/201911/t20191122_1694590.shtml 

https://news.eol.cn/uni/201911/t20191122_169459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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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之声 

陈学庚：从中专生到院士 “英雄”不问出处 

作者：高雅丽 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表时间：2019-12.9 

 

他是江苏人，却扎根边疆工作六十载；他只有中专学历，却成了中国工程院

院士；他一辈子只干了农业机械研究一件事，却推动了新疆棉花生产两次大提升。  

他就是陈学庚，自称“土八路”，习近平总书记却对他说“英雄不问出处，一切

人才都要在战场上见分晓”。  

推动新疆棉花生产两次大提升 

20 世纪 60 年代，江苏一大批人来到新疆，支援新疆建设，陈学庚的父母

就在其中。初中毕业后，陈学庚高分考入了新疆兵团奎屯农校，选择了分数线最

高的农业机械专业。从此，陈学庚与农业机械结下了一生的缘分。 

陈学庚当时负责农七师 130团的地膜机研制小组，不到 2 年的时间，他就

完成了 2BMS 系列机具研究，班次作业效率相当于 300 个人工。在此之后，陈

学庚团队继续加大力度改进铺膜播种新机具，根据不同区域的土壤气候条件和农

艺要求，不间断地研制推广多种新机具，形成了系列新产品，完成了从成果到产

品再到商品的转换全过程。 

全文链接：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9/12/433594.shtm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9/12/433594.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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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门课六院士，一讲二十二年 

来源：人民网 发表时间：2019-12-8 

 

六院士合影。从左至右依次为张祖勋、刘经南、宁津生、李德仁、陈俊勇、龚健雅 

 

  偌大的报告厅里，一位白发老先生缓缓登台，面向 200多张略显稚嫩的面庞，

弯腰鞠躬。掌声响起，一堂课开始了。 

  老先生名叫张祖勋，是中国工程院院士。课程名为“测绘学概论”，是武汉

大学测绘学院历届本科新生的基础课。这门课始自 1997 年 9 月，目前授课团队

由 6位院士、4位教授担纲。 

  在武汉大学测绘学院，这些学术“大咖”22年来潜心教书育人。从新中国测

绘学的历史到引领学科发展的名师故事，从一个个现实应用场景到面向未来的科

研前沿，他们不仅悉心讲授专业知识，还用自己的人生经历传承坚韧的科学精神

和浓厚的家国情怀。 

回归常识、回归本分、回归初心、回归梦想。这门课程所践行的，正是习近

平总书记对广大教师的殷切期望：“要做学生锤炼品格的引路人，做学生学习知

识的引路人，做学生创新思维的引路人，做学生奉献祖国的引路人”。 

…… 

全文链接：http://edu.cnr.cn/list/20191208/t20191208_524888641.shtml 

http://edu.cnr.cn/list/20191208/t20191208_52488864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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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之窗 

以评促建”的东师实践 

来源：麦可思研究 发表时间：2019-12-09 

东北师范大学是教育部首家进行师范类专业认证的部属师范大学、首家正式

接受专家入校认证的院校、首家入校认证的中学教育专业的高校，拥有 6个被认

证专业更是 2018年全国之最，获得了认证工作的众多“第一”。作为认证工作的

主要推动者，东北师范大学教务处全程参与。关于认证工作的动员、组织及推进，

东北师范大学教务处副处长赵长明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 

本文整理了他于 2019 年 10 月 25 日在麦可思组织的“面向专业认证的质量

监测与数据举证”高校研讨会中所做的题为《理念入心 真建真改——师范类专

业认证自评自建工作的东师实践》的讲座内容，希望对期待通过认证促进专业建

设的高校有所帮助。 

专业认证是什么？它为什么能促进专业质量的提高？我们首先要看看它的

本质和核心是什么，才能知道应该怎么做。实际上，用一句话解释专业认证的实

质，这句话就是“认证相当于教育界的 ISO，类似于企业产品线的质检员。它告

诉社会，通过这个质检员把关，这个专业的毕业生都能达到什么水平。专业通过

认证，就是郑重地向社会宣布，只要学生拿到毕业证，他的能力就会达到什么样

的程度”。 

通过国家、社会给高校的培养质量“背书”，我们何乐而不为？师范类专业

认证的理念是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专业认证的核心内涵就是一件事

——建构产出导向的人才培养体系并持续改进。 

…… 

全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MG7A3rG8l44eJYHpUFAI9Q 

 

  

https://mp.weixin.qq.com/s/MG7A3rG8l44eJYHpUFAI9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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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 70 年大学文化审视 

作者：蔡红生 胡中月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中国高等教育杂志 发表时间：2019-12-9 

［摘  要］新中国成立 70年来，我国大学在办校、治校、强校中形成了具

有丰厚底蕴的大学文化。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面临一系列困境。只有承

继大学文化的精华，勇于革新大学文化的基因，建设现代化大学才能有“根”、

有“魂”、还有“精气神”。 

［关键词］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大学文化；传承；创新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我国大学在办校、治校、强校中形成了具有丰厚底蕴

的大学文化。深入挖掘并理性审视大学文化，对于推动中华优秀教育文化的创造

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大学文化是宝贵的资源 

大学文化是在大学校园生活与实践活动中形成的群体精神及其所附载体，而

群体精神由大学精神、大学理念和大学道德构成。大学文化彰显了大学的力量、

个性和品格，其历史积淀愈久底蕴愈厚，甚至难以被模仿和超越，是大学的宝贵

资源。可以说，大学文化是大学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积累沉淀的文化习惯和历史

经验，它是维系大学整体统一性的基本价值观念，也是大学不可或缺的精神财富。 

1.大学精神 

大学精神是自由精神、科学与人文精神、创新精神共同构成的大学的内生力

量。 

第一，自由精神让大学充满活力。大学的自由精神是大学精神的精髓，主要

体现为办学自由和学术自由。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卓有成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明确

保障大学的办学自由和学术自由，确定了大学自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全文链接：http://www.jyb.cn/rmtzcg/xwy/wzxw/201912/t20191209_280190.html 

  

http://www.jyb.cn/rmtzcg/xwy/wzxw/201912/t20191209_28019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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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规范 

浅析学术著作中参考文献的规范引用 

来源：cathyfan 的个人博客 发表时间：2019-12-5 

学术论著的撰写不同于小说或者艺术创作，学术论著不能随意编造，凭空生

成。科学研究具有传承性，任何领域、任何学者的学术研究，都不是孤立行为，

几乎所有的学术研究成果都是在前人或者他人已有的成果之上经过不断提高获

得的。正如牛顿所说：“如果说我看得比别人更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

膀上。” 

因此，参考文献是学术论著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学术论著引用参考文献的必要性 

在学术论著中，适当且正确地引用相关参考文献，对于著作的理论水平和学

术价值，具有重要的提升作用。 

…… 

正因为参考文献不可或缺，在学术论著中，包括学术论文和学术专著，不可

能没有参考文献。如何才能做到既旁征博引，又恰如其分，这是很多学者在撰写

学术论著时面临的问题。 

二、引用参考文献存在的问题 

虽然很多作者都意识到参考文献的重要性，很注意在自己的论文或者著作中

对参考文献的引用，但是在实际应用中，参考文献的引用普遍存在一些问题，比

如著录不规范、引用不权威、正文标注随意、假引用等。其中存在两个比较突出

的问题：一是巨细靡遗，就是将涉及的所有文献不分出处、不分年代地全都标注

在论著中；二是“拿来主义”，即将参考文献中相关内容不加区分、不加修改地

照搬照抄到自己的论著中。 

1.巨细靡遗的弊端 

虽然参考文献在学术论著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并不是越多越好。 

笔者在审稿过程中，就遇到过这样的情况：30万字的专著，引用了 1000多

条参考文献。看上去，作者非常严谨，尊重所有前人的研究，实际上，这恰恰显

示了作者的不严谨。作者根本没有仔细分析这些文献，去芜存菁。文献中大量信

息重合、过时，造成信息冗余，根本没有必要引入。 

全文链接：http://blog.sciencenet.cn/blog-818488-1208879.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818488-120887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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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货满满！33 种文献计量学指标详解 

来源：CSCD 发表时间：2019-12-5 

  

全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h-aNvSJbyMNKJD5xMG1MzQ 
 

  

https://mp.weixin.qq.com/s/h-aNvSJbyMNKJD5xMG1Mz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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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海拾贝 

抖肩舞，当代大学生的“云联欢” 

--附嘉庚学院版视频 

来源：刺猬公社 发表时间：2019-11-27 

在 B站搜索“抖肩舞”，你会看到超过 1000 条（B站搜索能显示的上限）相

关视频。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由各个高校的同学上传的。 

伴随着动感的音乐，年轻且穿着洋气的大学生们，在校园中旁若无人地跳起

了土味“尬舞”——在北大博雅塔下的林间空地，在清华大草坪南端的日晷两侧，

在中传钢琴湖畔的梧桐树下，到处都有抖肩舞的身影。 

一场类似于“冰桶挑战”的舞蹈短视频接力，正在全国的大学校园中产生连

锁反应。 

谁在制造抖肩舞？ 

抖肩舞和它的“标准 BGM”《Coincidance》都不是新鲜事物。《Coincidance》

MV 发行于 2017 年 4 月，创作者名为“handsome dancer”。这首歌配套 MV 的舞

步魔性又洗脑，又有很多抖肩动作，因此被称为“抖肩舞”。 

 “抖肩舞最近在高校火起来，实际上是一种‘翻红’”，来自清华大学新闻

与传播学院的创作者、Up主范蠡里告诉刺猬公社。 

 

全文链接：https://www.huxiu.com/article/328272.html 

【舞动嘉园】艾利斯顿版抖肩舞来袭~~ 

https://www.huxiu.com/article/328272.html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76102982?from=search&seid=86460184448042978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