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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新媒体的快速发展,MG动画已成为新媒体中快视频常见动画形式。而作为需要大量实践
教学的广告类课程,恰恰可将涵盖平面、动画、策划等多方面技术要点MG动画融入其中,使其成为自己
案例实践教学的一个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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