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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些年随着我国5G技术和移动技术的不断发展,新媒体行业迅速发展,新媒体对播音主持专业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求播音主持的学生具备传统播音主持的基本功底,同时要具备新媒体时代对
主播多元化化的基本要求。播音主持作为高校的重点专业。对于我国培养播音人才具有重要的作用。
然而随着我国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当前。高校培养出来的播音主持人才与社会的发展存在脱轨现象,
本文基于此进行研究,首先分析了新媒体时代下播音主持的发展要求,然后找到高校当前播音主持专业
教学中存在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促进播音主持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具体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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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alent Ttraining Mode of Broadcasting and Host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Media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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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China's 5G technology and mobile technology,
the new media industry has developed rapidly, and new media has put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
broadcasting and hosting major, which not only requires the students of broadcasting and hosting to have the basic
skills of traditional broadcasting and hosting, but also has the basic requirements for the diversification of anchors in
the new media era. Broadcasting and hosting, as a key major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ultivating broadcasting talents in China. However,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new media technology in
China, at present, there is a derailment phenomenon between the broadcasting and hosting talents trained b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Based on this research, this paper first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requirements of broadcasting and hosting in the new media era, and then finds out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teaching of broadcasting and hosting major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view of these problem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pecific strategies to promote the training mode of broadcasting and hosting special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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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工业设计努力去创造和建立的是人与产品及服务之间有意义的关系,以“在充满社会复杂性的
物质世界中嵌入信息技术”为中心,工业设计已进入关注工业人性化内涵的成熟阶段,所有的设计理念变
化和设计焦点转移的最终目标都是以人为本,互动设计正是围绕该目标产生的一种新的设计理念。本文
从系统论观点定义了用户在不同场景下通过日用陶瓷工业互动设计新语言与陶瓷工业之间的行为互动
及信息交换过程。通过日用陶瓷工业互动设计系统化方法的分析及其在显性、隐性层面的应用,帮助陶
瓷设计专业的学生寻找互动设计与日用陶瓷工业设计的结合创新点。
[关键词] 日用陶瓷；工业；互动设计；教学；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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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interactive design teaching of daily ceramic industry
Jing Zhou
Foshan Open University
[Abstract] industrial design strives to create and establish a meaningful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and products
and services. Centered on "embedd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the material world full of social complexity",
industrial design has entered a mature stage of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connotation of industrial humanization. The
ultimate goal of all design concept changes and design focus transfer is people-oriented, Interactive design is a new
design concept around this goal. From the viewpoint of system theory, this paper defines the behavior interaction
and information exchange process between users and ceramic industry through the interactive design new language
of daily ceramic industry in different scenario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systematic method of interactive design
in daily ceramic industry and its application at the explicit and implicit levels, help students majoring in ceramic
design find the combination and innovation of interactive design and daily ceramic industry design.
[Key words] Ceramics for daily use; Industry; Interaction Design; teaching; e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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