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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融媒体时下,影视作品呈现出短时长、小体量的倾向,剪辑技术呈现出碎片化的态势。基于这一转变,
本文提出影视剪辑课程应面向内容变化和行业更新建立开放性的教学体系,以提升教学精准度为目的,规范教
学案例,偏向技巧型知识减少软件教学比例等原则,着重分析了“理论-技术-意识”教学体系的设计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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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orm and practice of film and television editing courses in the era ofMedia Convergence
Jue Wang
Shanghai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Abstract] Nowadays in media convergencefilm and television works show a tendency of short time length and
small volume, and the editing technology presents a fragmented trend. Based on this change,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the film and television editing course should establish an open teaching system for content change and
industry update, with the purpose of improving the teaching accuracy to refine its teaching cases, preferring
technical knowledge to reduce the software teaching ratio, focusing on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theory-technology-consciousness" teach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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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教育研究

Education Research

第 4 卷◆第 7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体原则,其书中汇编了关于电影剪辑史
以及20世纪50、60年代经典作品以及代
表人物。综合以上经典著作中的内容,
大致需要包括三种具有共性的内容：针
对不同类型影视作品的训练；基本的动
作剪辑和匹配剪辑；以及影视工业流程
下的剪辑工作。因此,考虑到融媒体时代
图 1 课程体系框架图(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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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微电影剪辑：影视工业下的剪辑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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