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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游戏音乐鉴赏提高大学生综合素养
——以《战地》系列音乐作品为例
张一弛
成都锦城学院
DOI:10.12238/er.v4i7.4028
[摘 要] 当今社会,已跻身为“第九艺术”的游戏正逐渐充斥着人们的日常娱乐生活,并以势不可挡的速
度迅猛发展,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庞大产业。游戏的产业化制作,必然带来更加细化的分工,以往被忽略的
游戏配乐,理所当然的开始受到各界的关注。在游戏领域,大学生群体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在游戏的
过程中学会欣赏优秀游戏作品中的音乐来提高大学生在艺术感知领域的综合素养。
[关键词] 大学生综合素养；游戏音乐鉴赏；音乐审美能力
中图分类号：G40-02 文献标识码：A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by game music appreciation
——Take the music works of Battlefield series as an example

Yichi Zhang
Chengdu Jincheng College
[Abstract] In nowadays society, the game has been ranked as the “ninth art” is gradually filled with People’s
Daily entertainment life, with an unstoppable speed and rapid development, gradually formed its own huge
industry. The industrial production of games will inevitably bring more detailed division of labor, and the game
music, which has been neglected in the past, naturally begins to receive attention of life. In the field of games,
colleges students are a very large group. In the process of games, they can learn to appreciate the music in
excellent games to improve their comprehensive literacy in the field of art perception.
[Key words] Comprehensive accomplish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game music appreciation; music aesthetic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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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其背景音乐的鉴赏做简要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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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言服务中的多类型效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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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冠疫情爆发中,语言问题凸显出了其严峻的形势,跨国、跨地区的语言沟通中出现的通用语障
碍阻碍了紧急医疗援助行动的进程。语言服务的介入为疫情援救语言沟通方面提供了极具功能性与实
用性的帮助。而语言服务中并不只有单一的跨语言转换的功能,根据不同情形,其展现的多类型效能应该
分别讨论,有助于后续具有针对性的语言服务升级。
[关键词] 语言服务；公共应急语言；地方文化语言
中图分类号：G426 文献标识码：A

Multi-type efficiency analysis in Chinese Language Services
Zhenyu Hu, Huan Cao
School of English, Zhejiang Yuexiu Foreign Language College
[Abstract] In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language problems highlighted their grim situation, and the lingua
franca barrier in transnational and cross-regional language communication hindered the process of emergency
medical aid action.The intervention of language services has provided very functional and practical help in the
language communication of epidemic assistance.However, there is not only a single cross-language conversion
function in language service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situations, its multi-type effectiveness should be discussed
separately, which contributes to the subsequent upgrading of targeted language services.
[Key words] language service; public emergency language; local cultural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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