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以 B 站为首的全新视频观看模式——弹幕互动模式广受青年欢

迎。面对青年红色网络教育弹幕互动的新现象，以网剧《那年那兔那些事
儿》为研究案例，以互动仪式链为理论基础，基于网络爬虫和案例分析的方
法，可以探索总结出“红色视频扩展非典型情境、技术赋能形成虚拟集聚、弹
幕出镜强化情感连带、互动嵌入激发正向能量”的青年红色网络教育模式。
建议挖掘鲜活情境的红色历史，创设精神共在的虚拟仪式，激发节奏连带的
反馈机制，聚焦群体符号的形象塑造，有针对性地促进青年红色网络教育的
有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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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以 B 站为首的全新视频观看模式弹幕视频逐渐兴起，成为青年们最时兴的观看方
式。弹幕原意为密集的子弹在战场上形成火力网，成为形象地描述评论性文字像幕布般效果
的一种表达方式。网剧《那年那兔那些事儿》由漫画改编，将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一系列重大
事件以动物造型的形式形象地展现出来，在 Acfun、Bilibili 等专业弹幕视频站点播放，自 2015 年
第一季开播至 2020 年第五季播出，收获了大量青年粉丝，B 站上近 30 万的弹幕评论也让它成为
青年红色网络教育成功的典范。相比传统的红色视频投放方式，包括红色电影、红色电视剧
等，这种互动式弹幕视频的出现打破了迟滞的传播状态，为青年创设了一种“天涯共此时”的互
动情境，
更有利于他们分享共同的情感体验，形成共同的情感归属，
认同共同的群体符号。
仪式是人类社会中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现象，互动仪式最早缘于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对
宗教的探讨，这一研究被称为潜认知仪式主义，他根据支撑作用的社会结构对仪式做了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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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祭祀和祷告［1］。互动仪式的概念由欧文·戈夫曼提出，他从功能主义的角度出发，强调情境
功能要求，并运用微观社会学原理，认为日常社会生活中大量的常规仪式与场景赋予了参与者
符号的身份［2］。从涂尔干的宗教仪式研究和戈夫曼的符号互动论中吸取灵感，美国社会学家柯
林斯提出了互动仪式链理论，非常系统地阐述了日常互动仪式的过程、变动的原因和结果以及
作用机制。他提出，互动仪式包括四个方面的要素，可产生四个方面的结果［3］，由于该理论聚焦
情境、情感，也被贴上了“情感社会学”的标签。特别需要指出的是，
柯林斯互动仪式链理论以
“身
体共在”
为前提，
强调同一地理空间的面对面互动，
但是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发展，
各类网络虚拟社群
应运而生，
以B站网剧《那年那兔那些事儿》社群为例，
这些成员素昧平生，
但是他们设定进出界限，
有共同关注的焦点，
分享共同的情感体验，
具有高度的凝聚力。因此，在当前的互联网环境下，柯
林斯的互动仪式链理论既非常吻合网络交流的特征，又需要顺应时代的变化进行适当修正。
本文在基于柯林斯等前人对互动仪式链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运用网络爬虫技术对 B 站网剧
《那年那兔那些事儿》进行弹幕分析，并与案例分析相结合，对互动仪式链视域下青年红色网络
教育进行研究，探索互动仪式链理论运用于青年红色网络教育的内在规律，以期获得青年红色
网络教育的适用方式。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
本文运用网络爬虫（Python）和案例访谈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网络爬虫（Python）是一种跨平台的计算机程序设计语言，是一种高层次的结合了解释性、
编译性、互动性和面向对象的脚本语言。它最初被设计用于编写自动化脚本，随着版本的不断
更新和语言新功能的添加，越来越多被用于独立的、大型项目的开发［4］。本文运用网络爬虫的
方法，爬取 B 站网剧《那年那兔那些事儿》近 30 万的弹幕评论，进行文本的质性分析。评论次数
前 50 位的弹幕如表 1 所示。
表 1 弹幕评论前 50 位统计
弹幕

数量

弹幕

数量

弹幕

数量

弹幕

数量

弹幕

数量

致敬

5321

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

309

江西兔

198

麻蛇还钱

134

重庆兔

112

敬礼

1256

靠自己

296

举手

195

广西兔

129

江苏兔

111

欢迎回家

1187

谢谢大哥

278

生日快乐

165

金色传说

125

辽宁兔

107

幸福并感激着

1014

红

277

河北兔

161

大哥走好

124

粤兔

106

泪目

763

山东兔

260

湖南兔

159

精苏落泪

120

山西兔

105

这盛世如你所愿

733

河南兔

256

安徽兔

149

祖国万岁

119

俺家全是

103

谢谢

716

排面

250

完结撒花

146

信你

119

上海兔

101

且听龙吟

581

广东兔

203

红色

142

湖北兔

118

俺也一样

95

危

508

豫兔

203

红色不能断

136

浙江兔

116

专业

95

妙啊

314

周爷爷好

202

四川兔

134

回来吧

114

梦开始的
地方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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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络爬虫的基础上，又对 9 名 B 站网剧《那年那兔那些事儿》青年观众进行半结构化访
谈，了解青年观众的主观看法，在客观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增加主观分析，了解青年红色网络教
育模式。受访者信息如表 2 所示。
表 2 受访青年人口统计学信息
编号

性别

年龄

学历

B 站使用年限

1

女

17

高中

2年

2

女

19

本科大二

6年

3

男

21

本科大四

3年

4

女

18

专科大一

2年

5

女

20

本科大三

3年

6

男

20

本科大二

4年

7

男

20

专科大三

5年

8

男

18

就业

6年

9

女

20

就业

3年

三、互动仪式链视域下青年红色网络教育模式
柯林斯提出，互动仪式（见图 1）包括四个方面的要素：
（1）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聚集在同一
场所；
（2）对局外人设定了界限；
（3）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在共同的对象或者活动上，并通过相互传
达该关注焦点而彼此知道了关注的焦点；
（4）人们分享共同的情绪或者情感体验。互动仪式可
产生四个方面的结果：群体团结、个体的情感能量、代表群体的符号和道德感［5］。互动仪式链理
论的动力机制恰如其分而富有洞察力地描述了互动过程中的情感状态，这为解释以情感优先
为特征的行为实践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本文通过引入互动仪式链理论，对以网剧《那年那兔那
些事儿》为代表的青年网络教育模式进行新的思考。首先，青年红色网络教育模式与互动仪式
链理论十分契合，从结构过程而言可以修正嫁接，为我们提供很好的理论基础；其次，互动仪式
过程中的四个要素比如关注的焦点、共享的情感体验等，以及产生的四个结果比如群体团结、
群体符号等为红色网络教育提供了新的突破口。

仪式的组成要素

仪式的结果
群体团结

群体集聚（身体共在）
共同的行动或事件
（包括典型的常规仪式）

社会关系符号（神圣物）

相互关注焦点
共享的情感状态

通过有节奏连带的反馈强化

图 1 柯林斯互动仪式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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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兴奋

短暂的情感刺激

个体情感能量

排斥局外人的屏障

道德标准

对违反行为的
正当愤努

（一）场域：红色视频扩展非典型情境
互动仪式链理论首先是关于情境的理论，柯林斯的分析策略以情境动力学为起点，把情境
作为出发点来解释个体，由此可以得出我们想要了解的个体的几乎一切方面，不同行为是在不
同的情境中变动的结果［6］。戈夫曼说：
“不是人及其时机，而是时机及其人”，事件塑造它们的参
与者，
际遇制造了其际遇者，尽管可能是瞬间的。
作为红色题材的视频，网剧《那年那兔那些事儿》用动漫的方式诠释了中国近代的一系列
重要事件，网络创设的虚拟动漫形象不同于传统红色教育，构建了一个非典型的红色文化情
境。
“视频内容非常吸引我，把我带入到了那段中华英雄儿女可歌可泣的历史风云之中，它设计
的形象也非常讨喜，非常有情境代入感”
（小清，女，19 岁，本科大二）。以网剧《那年那兔那些事
儿》为代表的红色网络视频把红色素材整合转化为鲜活的情境，形成以情境化为基础的参与
式、体验式观看学习，做到了寓教于乐，寓教于情。这种集视觉、听觉和情感为一体的非典型情
境构建起网络虚拟互动仪式的场域，也是青年群体进行网络互动交流的基点。作为情境中不
可或缺的青年群体加入进来后，置身于以红色历史为焦点的红色情境之中，由于有了这一红色
视频作为情境的起点，让青年观众在红色情境中感悟红色文化，从而促使青年观众有了红色情
感的主基调，也有了互动仪式的内容和方向。
（二）识别：技术赋能形成虚拟集聚
柯林斯所指“共同的行动”是“行动者在同一场所的集合对局外人设置明显的边界”，旨在
实施互动仪式的触发行为使群体内部成员联合起来，以便于开展共有行动或成就共同事件［7］。
柯林斯强调“身体在场”的重要性，但在这个问题上，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提出了时空
分离和“脱域”的概念，就时间和空间而言，现代社会中的时间和空间以新的方式被重新组织起
来，
导致“在场”与“缺场”的条件不同于传统社会［8］。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媒介技术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这改变了以往身体作为人类与世界交
互实现自我意义的纽带方式，新技术的日益泛生活化，无限嵌入青年群体生产和生活，
“身体在
场”概念正在经历着新的变革，身体成为“在场”的非必要条件。新技术不仅是机械肉身器官的
扩展和延伸，更是作为“幻肢”具有了知觉性、情绪性，形成了具有时代性、社会性、文化性的技
术身体［9］。通过 B 站弹幕分享，青年人实现虚拟在场，
“只要敲键盘就可以跟人聊天表达内心的
感受，在这里我比在现实生活中更能感受我的存在”
（圆圆，女，20 岁，本科大三）。青年观众在
进入 B 站的虚拟社会交往之前，总会带入自身潜在的经验场，在确认彼此之间具有共同兴趣或
共享意义的前提下，才会自发组织在一起，并在接下来的交流过程中将经验场融合，以达到价
值观的整体协调，
“我非常认同并喜欢 B 站的文化，它是年轻人表达思想、发挥创造力的共趣社
区，我感觉找到了同类，非常自由舒适”
（明明，男，20 岁，专科大三）。因此，由于经验场的不同，
与局外人的边界在青年虚拟聚集之初在技术赋能的加持下就已经得到了初始设定。
（三）参与：弹幕出镜强化情感连带
互动仪式的核心机制是相互关注和情感连带，它形成了一种瞬间共有的实在。相互关注
的焦点，也就是乔治·赫伯特·米德所说的扮演他人的角色，他认为这是使人类具有意识性的关
键所在［10］。高度的相互关注与高度的情感连带，通过弹幕语言激发、唤醒行动者的神经系统，
从而给每个青年观众带来了短暂的情感体验和深刻的情感印象。
B 站弹幕体现的参与式文化是青年群体在视频空间中以影像为中介进行的对话，通过参与
式生产行为建立了与他人之间的关联，凝结了青年群体作为生产者的认同。美国社会学家马
克·格拉诺维特提出的“弱连接”理论表明，相对于“强连接”关系，那些互动关系形态上并不很
亲密的“弱连接”关系反而在某些领域起着比“强连接”更大的作用。基于弹幕建立起来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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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关系，使得青年观众拥有相对平等的话语权，因此在彼此的沟通与交流中更加真实、坦
诚。在《那年那兔那些事儿》这个趣缘社群里，青年观众用一条条“致敬先烈、致敬钱老、致敬英
雄”等弹幕的方式表达彼此的关注，具有高度的互为主体性。受访者说：
“当归篇里面牺牲的兔
子拿着鹰酱第八集团军的罐头，然后老兵兔子说，亲啊，我们回家！看完很难受，哭了很久，很
难想象我们刚建国时的举步维艰。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有国才有家啊”
（小夏，男，18 岁，就
业）！
“江阴海战，最后一个镜头缓缓上升，出现了南京两个字，当时眼泪刷的就流下来了，沉痛
哀悼，内心在呐喊，勿忘国耻，振兴中华”
（莉莉，女，17 岁，高中）。弹幕中“泪目、心疼、哭了、幸
福并感激着”等词不断出现、刷屏，弹幕交谈的会话交替充当有节奏的连带反馈，使社群内部产
生情感共鸣。这种弱连接转化形成强关注和强连带，致使视频前的全体青年集体兴奋。
（四）认同：互动嵌入激发正向能量
高度的情感连带或者说集体兴奋是短暂的。情感状态能持续多久？这取决于短期情感能
否及如何向长期情感转化。参与互动的每个人主体性得到体现的同时，也得到其他群体成员
的回应和认可，短暂的情感体验带来了高度的相互认同，互动仪式的结果反映了从短暂的集体
兴奋到长久的群体团结、情感能量、群体符号、道德感等正向能量的转化。
青年红色网络教育互动模式的组成要素
虚拟集聚（精神共在）
排斥局外人的屏障
红色网络教育行动或事件

相互关注红色焦点
共享的红色情感状态
弹幕出镜强化情感连带

集体兴奋

短暂的红色情感刺激

技术赋能形成虚拟集聚

互动嵌入激发正向能量

红色视频扩展非典型情境

青年红色网络教育互动模式的结果
青年群体团结一致
青年个体红色情感能量爆发
社会关系符号（红色神圣物）
道德标准

对违背红色文化行为的正当愤怒

图 2 互动仪式链视域下青年红色网络教育模型
群体团结是个体认同群体并自愿成为其中一员的身份体现，是个体意识通过仪式参与转
化为集体意识的过程。当青年观众参与到《那年那兔那些事儿》的弹幕评论这一集体行动后，
瞬间的兴奋感变得非常强烈。
“俺家全是、俺也一样、祖国万岁”等弹幕文字都展现了对自己作
为中华民族一份子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个体的情感能量既是互动仪式成功进行的前提要素，
也是互动仪式的重要产出物。一个人在一次成功的互动仪式中聚焦了专注力，并以象征符号
的形式为自己储存了热忱与自信的情绪感受，因此获得并留存了相应的情感能量，而如果仪式
在一段时间内重复举行，个体的情感驱力就会重新燃起，并长期贮存［11］。网剧《那年那兔那些
事儿》中反复出现的中国共产党人象征，类似于“红色不能断、我们的心永远是红色的、红星照
耀中国”的弹幕互动让青年观众积蓄了红色情感能量。群体符号是形象化图标、文字、姿势等
代表物，是一种符号信仰，使成员感到自己与集体密切相关。
《那年那兔那些事儿》的弹幕经常
有成千上万的“江西兔、广东兔、广西兔”，青年观众已经把自己带入“兔子（同志）”的群体符号，
这些就是涂尔干说的“神圣物”，青年观众格外尊重兔子这个符号，并会捍卫符号以免其受到局
外人的轻视。道德感是一种群体价值观，是存在于个体心中维护群体正义的感受，反之是违背
了群体价值观、群体团结及其符号标志所带来的道德罪恶感。
《那年那兔那些事儿》的弹幕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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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出现“麻蛇还钱、狗大户、麻蛇羹”等评论来宣泄“兔子们”心中的不满，一些不符合群体价值
观的评论，还会遭到大家的围攻唾弃，最终淹没在众多的弹幕中。
以柯林斯的互动仪式理论为基础，我们可以构建互动仪式链视域下青年红色网络教育模
型（见图 2）。即红色视频拓展仪式场域，形成非典型情境，为青年红色网络教育奠定内容基础；
新技术消除空间壁垒，形成虚拟集聚，为青年红色网络教育提供形式保障；弹幕交流强化情感
连带，形成社群共同体，为青年红色网络教育带来情感依托；互动嵌入激发正能量，形成群体符
号，
持续发挥青年红色网络教育影响效应。

四、
互动仪式链视域下青年红色网络教育的对策
（一）青年红色网络教育要更好地挖掘鲜活情境的红色历史
虚拟网络视频没有了传统意义上的知识传授者，把教学情境转化成虚拟视频情境，教育的
内容和质量尤为关键，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最终教育效果。网剧《那年那兔那些事儿》
（未完待
续）用短小精炼、一集十分钟左右的短视频，
记录了从新中国红色政权崛起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蓬勃发展这一段气势磅礴的历史进程。观今宜鉴古，
无古不成今。党史、
新中国史、
改革开放史、
社会主义发展史是我们青年红色网络教育的重要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党员特别是青年
党员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
结合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
在学思
［12］
践悟中坚定理想信念，
在奋发有为中践行初心使命 。加强青年“四史”教育，是增强思想政治
工作能力、做好立德树人工作的有效途径，让青年深刻认识新中国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深刻认
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深刻认识中华民族富起来强起来的重大意义，深刻认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大贡献，
让红色基因流淌在青年的血液里。
青年红色网络教育要更好地挖掘红色历史的情境语言。一是要寓情于境，适当的情境可
以激发人们相应的情感，在红色网络教育引导广大青年体验崇高、升华境界的过程中，将情感
融于情境之中，从情境之中滋生情感，做到情境交融，使广大青年如沐春风般地体验情感共鸣，
产生情感认同。网剧《那年那兔那些事儿》现象便是较好的例证，
将红色情感、
革命情感和爱国情
感等融于视频的情境之中。二是把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大庆
精神、
“两弹一星”
精神、改革开放精神等一系列革命精神表现于红色网络教育视频作品中，
形成
独特的红色基因浸润的革命精神族谱，
汇聚强大的情感能量。三是从微观入手，
把红色历史的重
大事件凝练成青年喜闻乐见的内容形式，
成为青年群体的关注焦点。以十来分钟的叙事故事为
切口，跳出“大成就”和“大历史”的宏观视角，把宏观故事进行一一拆解，使有意义的内容变得
更有意思，满足现代青年碎片化、短时间集中注意力的要求。内容为王，让红色历史成为青年
的核心关注点，为青年注入红色精神血脉，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凝聚起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精神力量。
（二）青年红色网络教育要更多地创设精神共在的虚拟仪式
互动仪式的意义在于陈述心灵体验，
达到共情的效果。互动仪式是我们社会生活中重要场
合不可或缺的标志，
大到诸如达成新的契约、缔结或解除同盟、新政体的诞生、权力的交接，
小到
个人从一个发展阶段进入到另一个发展阶段等，
通过亲身在场的互动仪式，
可以调整人与自然、
个人与个人、
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柯林斯认为虚拟在场无法达到亲身体验的效果［13］，但技
术赋能形成身体共在。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社会交往网络化呈现出不可逆的趋势，
“云”延伸了
新型互动仪式，虚拟互动仪式凭借发达的互联网技术和富有创造力的表达方式已经在很大程
度上破除了物理空间的局限性。在虚拟在场的网络空间发生的群体互动仪式，
《那年那兔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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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的弹幕互动，
能营造或庄严、
或肃穆、
或神圣、
或超然的浓厚氛围和群体体验。
传统的互动是教育者把自己的教育思想、理念、态度和方法传授给受教育者，受教育者通
过互动更好地同化和吸收这些知识和观念。在虚拟情境下的互动仪式中，红色文化知识不是
通过网络传播者单方面传授得到的，而是青年学习者在一定红色文化情境下，借助互动的方
式，利用必要的红色学习资料，通过意义建构的方式获得的。基于此，我们应当创设更多具有
真实情境的虚拟互动仪式进行青年红色网络教育，达到线下的真实情感体验的效果。一方面，
通过弹幕互动的方式突破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界限，互为彼此的老师，通过红色教育资源这一
纽带，传达红色知识，分享情感体验，让旨在进行红色网络教育的目标不着痕迹地实现，让无灌
输性质的红色教育微视频成为热播“网红”。另一方面，不断破除技术壁垒，降低技术成本，给
虚拟仪式提供更真切的互动体验，从弹幕互动视频体验向 VR 虚拟体验迈进，让青年成为中华
民族历史进程中的一员，获得更加身临其境的教育体验。
（三）青年红色网络教育要更强地激发节奏连带的反馈机制
［14］
马克思指出：
“激情、
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
。黑格尔认为：
“假如没有
［15］
热情，
世界上一切伟大的事业都不会成功” 。美国当代情感社会学家乔纳森·特纳认为 “
：人类
是地球上最具情感的动物。人类的认知、行为以及社会组织的任何一个方面几乎都受到情感驱
动。在人际互动和群体中，情感是隐藏在对他人的社会承诺的背后的力量。不仅如此，情感也
［16］
是决定社会结构形成的力量”
。情感能量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发挥着不可取代的功效，
受到众多先贤名家的推崇。红色教育并不只是知识的讲授，
同时涉及青年群体的心灵塑造和深
层情感，
唯有激发广大青年的情感能量，
才能厚植青年红色能量最为丰富的培育沃土。
青年红色网络教育要更强地激发广大青年的情感能量，更强地激发节奏连带的反馈机
制。一方面，要“强关注”。我们要引导青年群体通过弹幕等各类评论方式，察觉他人发出的信
号和表现；进入相同的节奏，捕捉他人的情感；发出信号，确认共同的关注焦点，从而达到主体
间性状态。另一方面，要“带节奏”。2016 年，
“小粉红”作为网络上的爱国青年群体异军突起，
他们数量庞大但组织有序，聚集和活跃在共青团官方微博上，在热点舆情事件中，如南海仲裁
案、反对“台独”的“帝吧出征”事件、Facebook 表情包大战等，表现出极强的爱国情感，令世人刮
目相看。同样，在 B 站红色网络视频中，也应积极鼓励一批“带节奏”的意见领袖，意见领袖未必
都是大人物，相反，他们是 B 站网络社会中的同龄人。正因为他们是兴趣相投和互相信赖的人，
他们的意见和观点也就更有说服力。他们的意见可以成为构成红色历史信息和影响补充的重
要来源，并能在一定程度上引导多数青年观众的态度倾向。在以红色网络视频为大情境的情
感氛围中，意见领袖进行弹幕情感撩拨，推动弹幕互动反馈机制的生成，一旦有引爆情感的视
频内容出现，便会达到弹幕评论的制高点，
引起青年群体的情感共鸣。
（四）青年红色网络教育要更准地聚焦群体符号的形象塑造
人处处生活在符号世界里，符号结构是人类文化的基础，价值符号是价值观传播的形象外
衣，把社会倡导的崇高理想、远大追求、高尚情操等抽象的价值理念和精神品质寄托到具体形
象的事物之上。事物或行为的内在价值精髓通过价值符号外在显性的表象隐喻或转喻地表述
出来，价值符号凭借形象化与生活化的外在特质更易被人接受并广泛传播。正如英国人类学
者维克多·特纳提出的：
“仪式象征包含两个极端面：一为‘理念极’，一为‘感觉极’；前者是透过
秩序与价值导引或控制人，在群体（或社会给予）的分类中安身立命，而后者则是唤起人最底层
［17］
的、自然的欲望和感受”
。
“感觉极”就是象征符号外在的直观感受，
“理念极”就是象征符号内
隐的价值理念与道德规范。群体符号的形象塑造就是把短期的爆发式情感化为更长久的情感
体验，
融入青年血脉中，成为他们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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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红色网络教育要更准地聚焦群体符号的形象塑造，一方面，要创设红色“神圣物”。符
号是有意义的感知，意义只有通过符号才能表达。网剧《那年那兔那些事儿》，不管是图文符号
还是声音符号都传达了“红色不能断”的深层内涵，把“兔子”定为“神圣物”，把自己定义为“兔
子”，
“兔子”已经成为青年观众的信仰，心中有信仰，脚下才有力量。强青年信念，筑信仰之基，
补精神之钙。反对网络“低级红”
“高级黑”，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解构历史、诋毁英雄，要利用红
色基因创设一些贴近群众但又尊重史实的群体符号，让红色永不“褪色”。另一方面，要让红色
符号生活化。深厚的内涵离不开特定符号的选择与表达，比如鹰代表美国、熊代表苏联，这些
形象非常生动并且在日常生活中已经深入人心。我们要把优秀青年网友集体创造的红色符号
形象进行更广泛的宣传推广，以此为契机，创造更多的红色教育视频，让红色网络教育更加生
活化和大众化，让该符号深入人心，活化为可视、可听、可读的文化产品和精神食粮，逐渐成为
青年群体的共识，发展成为更长久的红色情感体验，渗入血液，
浸入心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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