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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互联网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让网络新媒体行业,逐渐进入到人们视线中。伴随着移动互联网的
普及,人们迈入新的网络媒体时代,新媒体也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当今新时代的
发展,教育行业也引入了新媒体教育方式,影视制作教学必须紧跟着时代发展。随着网络技术的进步,影
视制作需要寻找合适的教学方法,使得影视制作课程能够在当代迅速发展的互联网浪潮中与时俱进,满
足学生日益增长的学习需求。本文主要研究新媒体时代影视制作方法,提出如何优化影视制作教学,顺应
时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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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digital technology, the network new media industry has
gradually come into people's sight. With the popularity of mobile Internet, people have entered a new era of
network media, and new media has become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people's daily lif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era, the education industry has also introduced new media education. Film and television production
and teaching must keep up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With the progress of network technology, film
and television production needs to find appropriate teaching methods, so that film and television production
courses can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in the contemporary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wave and meet the
growing learning needs of students. This paper mainly studies the methods of film and television production in
the new media era, and puts forward how to optimize the teaching of film and television production and compl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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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介是新媒体发展过程中延伸的媒体形式。与传统媒体
不同,新媒介是时代不断发展推出的数字方式,包涵了数字电视,
数字报刊等新的传播类型。当前大部分影视制作都要采用新媒

殊性,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教学方式。影视制作教学可以采
用以下几个方法：
1.1讲授为主

介的方式完成。在融媒体时代,如何让数字媒体技术和影视制作

首先,理论知识是所有专业学习的重中之重。即使影视制作

教学结合,提高学校教学水平,引导学生开展教学活动,仍然是

专业对技术要求较高,但仍然需要教授理论知识。在讲解知识的

教育行业应该注重研究的问题,也是高校热门课程发展的重点。

过程中,需要帮助学生进一步的了解专业技术,明确学习方法。

当前,数字媒体技术仍然处于市场发展阶段,想要进一步的推动

这样可以更好的采用新颖的教学方式,在教学理论中选取有趣

影视制作专业发展,需要从教学方法和课程设置两个方面,加强

的案例,逐步引导学生了解市场技术,参与知识学习。从基础开

数字媒体技术创新。

始稳步推动,让学生进一步参与到影视制作当中。

1 影视制作的教学思路

1.2演示为主

影视制作是一门学习难度较高的课程,实践性强,专业性强,

讲授了一定理论知识后,学生初步对影视制作行业有所了

所涉及到的专业知识较多,包含平面设计,美术设计等。在实际

解,教师需要采用实际的案例推动学生使用专业软件,一步步学

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考虑学生群体的差异性和课程性质的特

习更多实践知识,掌握操作方法。教师也可以在这个阶段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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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选取案例,加深学生对专业的了解性。也可以布置一些作业,

的传播方式也更加多元化,传播速率更加快捷。对于影视制作行

推动学生课后练习,掌握专业技能。

业,资源共享也是一种教学方式,将线上和线下结合新媒介运用

1.3驱动探究

到网络中,能进一步的让学生了解影视制作知识。对于教师而言,

当课程的教学完成后,需要让学生在课下巩固练习。教师在

新媒介的加入能更好的提高备课效率,采用图文结合的方式,也

这个阶段可以布置一定的课后作业,延伸学生的课后学习。这种

有利于让学生直观感受到艺术生命力和表现力。在新媒介的大

方式更注重学生能力培养和自主学习培养,教师在课堂中可以

环境下,采用资源共享推动学生实施学习,才能更好的丰富学生

采用主题教学,使用新技术知识,参与到实践过程中,能进一步

的学习兴趣。

的提高学生学习能力和操作能力,推动学生自主学习意识。

2 影视制作专业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

3.2有利于制作更高品质的影视作品
新媒介是高新技术,能够帮助大众创作出更加优质的作品,

2.1专业课程设置不合理

也能让大众感受到影视作品的魅力。这既是当今时代背景发展

在影视制作教学课程的设计上,教学目标和实际情况具有

的产物,也是推动影视发展的技术。新媒介是多媒体技术,为了

一定的差异性,课程设计也有些不合理。具体表现为,影视制作

满足人们审美的需求而不断发展壮大,提高技术数据,图像处理

课程的实践内容少,更多的是采用理论课程,降低了学生实践能

水平能力,进一步的推动技术发展的升级创新。新媒介也有着浓

力。同时理论课程的增多,让多数学生无法沉浸到学习中,学习

厚的艺术表现形式,能满足大众对影视作品的爱好。除此之外,

起来较为枯燥乏味。影视制作岗位,要求学生掌握较高的专业技

新媒介技术也可以在音频处理和配音方面优化质量,推动影视

能,一些常用的软件需要让学生完全掌握。实践操作的降低,会

作品发展提高清晰度和音质的效能。采用特效处理和衔接技术,

让学生无法进一步推动技术增长。

进一步的推动作品发展。最后新媒介的传播,能够让大众进一步

2.2缺少创新的课程教学体系

了解当前受欢迎的优秀作品,促进高质量影视作品传播。

未能形成创新的课程教学体系,也是当前影视制作专业出

3.3提供实时互动平台

现的问题。影视制作专业的培养目标,要求学生具备创新策划能

新媒介的传播性和技术性可以提供实时互动的平台。老师

力和独立制作能力,在专业支持的基础上,具备电视节目的剪辑

在讲授影视制作知识时,为了能更好的推动专业知识影视人才

统筹能力,需要具备较高的艺术鉴赏和理论修养,能够创新方法

培养,需要在影视制作的学习过程中明确学生自身发展优势,提

制作视频剪辑,编剧撰稿或音像导演,为广播艺术行业培养创新

高学生的技术应用能力,让学生在影视作品的鉴赏中成长,学习

性人才。但是影视制作专业在当前的教学体系中,过于追求理论

传播渠道多元化。除此之外,采用新媒介也能更好的推动影视制

化知识的讲解,缺乏创新性专业的技能教授,让多数学生只是在

作作品发展,进一步的带动观众的审美,推动观众走向时尚前

理论上对影视制作有大概的了解,专业技能仅有浅薄运用,无法

沿。这对整个产业也具有非常优秀的推动作用。所以在影视制

掌握更深层次的技术运用。只是停留在效果剪辑和摇镜头的转

作教学中,老师可以采用互动交流环节,进一步的推动学生发展,

场方式方面,这对学生未来的发展是不利的,也无法满足当前市

让学生和教师一起共同进步。

4 新媒介时代下影视制作的教学创新措施

场的需求。
2.3课程教学方法有待优化

4.1课程设置的创新

在影视教学课程中,对于影视制作方面的课程教授,需要进

影视制作是一项综合性较强的课程。更多的是将艺术和技

一步的加强教学体系,教师对课程的安排也要更深入的了解。首

能集结起来,将实践和理论共同结合,主要采用音频合成技术,

先大部分教师在教授课程时,没有关注学生的影视制作培养能

视频剪辑和后期制作。其知识面比较广泛,综合性较强。在课程

力,没有考虑到学生影视制作的基础差异,大部分教学方式是先

设置上,教师应当了解当前市场对人才的需求,从这个角度作为

采用理论知识讲解,再采用实践教学。这种教学方式也是我国教

融媒体时代的出发点,设置可行的教学体系。让学生可以在融媒

育界大部分高校都会采用的教学体系。但是,高校缺失对学生兴

体时代中熟练的使用软件制作视频,摆脱传统的教学方式,了解

趣的培养。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培养自身学习兴趣,比理论知识讲

新颖的教学方法,采用实训和理论相互结合的模式推动学生成

解更加有效。在影视制作方面需要更进一步的加强实践教学和

长。也能进一步地让学生掌握所学的知识掌握所学的内容,打破

兴趣教学,让学生可以在兴趣的起点上剪辑出自己喜欢的作品。

教育教材内容模块,根据新时代的要求,将数字媒体加入到教学

其次,教师也缺乏一定的针对性。在课程教学中,大部分教师讲

中。传统的教学模式会让学生感觉课程内容乏味无聊,无法产生

课按部就班,仅讲解课程大纲和课程重点,无法更全面的展示出

对该门课程的兴趣,加入实训课程能避免理论和实践脱节的问

课程所需的技术,也无法提高学生的影视制作兴趣。教师需要进

题,让学生更好的掌握学习内容。具体课程的实践理论教学,可

一步的加强针对性教学,激发学生的动力。

以从综合实训视频剪辑,音频合成,视频包装,数字媒体技术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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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媒介为影视制作教学带来的发展机遇

个方面共同进行。让学生在学习完理论知识后,可以用数字媒体

3.1资源共享,实时学习

技术,采用合作学习和自主学习的模式制作视频。在音频视频的

大数据技术的发展,让传统媒体有了进一步的创新,新媒介

合成教学方面可以推动学生积极使用所学的软件知识,自主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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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影视片段完成配音和视频剪辑；在字幕制作和设计中,也可以

法的应用,起初是写出脚本,在脚本支持中准备好资料,熟悉知

进一步的让学生探索新的制作方法,完成光学字幕和滚动字幕。

识点和流程,尽可能地让后期剪辑趋于简单化。除此之外,在录

4.2教学方法的创新

制微课时也要准备好资料,尽可能地减少录制时间还原场景展

4.2.1项目式教学

示,明白重点和难点。在教学过程中也要明确制作要点,吐字清

项目式教学是影视制作专业教学方法的创新,也是在学习

晰,富有情感的讲解。录制过程要注重环境影响,也要准备好回

理论基础和多元化智能理论的新的教学方式,强调学生的主体

放录制。在教师录制结束后组织学生登录,观看视频完成课前任

性。项目教学法能够让学生和学生之间采用小组合作的方式,

务对课程中提到的重点和难点具体讨论。在教学过程中也可以

完成真实项目。采用实践教学,进一步的推动学生技能成长。项

采用这种形式,让学生提前了解到内容。最后采用微课的预习,

目组教学也是一种实践性能较强的教学方式,采用项目式教学

让学生初步了解知识点学习在课堂教学中再由教师总结教学内

时,必须要突出项目的实践性特征,明确项目的实践价值,能够

容,进一步加深学生对课堂的学习效率加深印象,根据学生自身

真实具体的确立项目。在每一个项目制作完成后,都要突出重点

情况制定教学方式。

难点,科学合理的推动学生完成软件操作能力,培养剪辑思维观

5 结语

念,构建思维教学知识框架,从多方面综合提高学生技术能力。

总而言之,新媒介时的背景下,教育主体产生了变化,教学

项目实施的过程中也要做好剪辑,后期制作工作,教师在此期间

方式也在不断的发展。影视作品是人们生活的重要载体,是人们

应发挥指导作用,帮助学生完成项目。

娱乐的重要方式。社会对影视制作人才的需求逐步提升,对于教

4.2.2头脑风暴法

育工作者来说,如何更好地提高教学质量,推动课程体系发展是

总的来说,头脑风暴方法是一种扩宽学生思路,提高学生潜

当前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高校在这个阶段要综合地建立一支

力的有效方式。头脑风暴是让师生自由选择主题挖掘思维,在教

优秀的教师队伍,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和专业能力,在新媒介大时

学活动中,对一些主题采用多种教学的方式,拓宽思路。这能够

代背景下,让教学方法和教学理念,都能朝着更加智能化的方向

让学生进一步的打开想法,调动主观能动性,挖掘创新的潜能。

不断发展。

教师可以让学生自由选择影视片段视频包装讨论内容,不限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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