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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引领下全日制影视类艺术硕士“3+1”培养模式的

探索与实践》成果报告

全日制影视类艺术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以下简称“艺术硕士”）

培养主要包括电影、广播电视两个专业领域，涵盖影视编导、动画创

作、多媒体艺术等专业领域，是杭州师范大学艺术学科教育的重要组

成部分。学科紧紧围绕培养具有“良好职业道德”“系统专业知识”

“高水平技能”的高级影视应用型人才目标，联合行业头部企业、牵

手地方政府，推动研究生全面参与地方文化产业发展，取得了诸多实

践成果。但在培养过程中，也出现了艺术价值观模糊、理论素养偏弱、

行业适应度不足等问题。自 2018 年来，学科摸索出一套以党建引领

加强艺术思想道德教育为基础的“3+1”培养模式，取得了明显的效

果。“3”指的是通过“课程研习”“校内实训”“校外实践”三站推进，

补足短板，促进知识与技法同步发展；“1”即为一套多维度“全程把

关”培养质量保障体系，落实各个培养环节的报告、汇报、展示制度，

对培养质量进行全程把控。

一、主要解决的问题

1. 创作耽于流量，立意不高。影视类艺术硕士以应届生源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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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易受当下流量文化、消费文化等因素影响，加之自身艺术经验、

生活经历不足，对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艺术创作的理解不深，

为人民创作、服务社会的责任感不强，缺少将之作为志业的情怀。创

作一味追求流量，天马行空，脱离实际，缺少时代精神提炼而流于审

美的自我化与庸俗化。

2. 作品技艺粗糙，叙事能力不强。大部分艺术硕士在入学时并

未经过系统的影视拍摄技法训练与学科知识学习，人文素养底子薄，

加之实战经验不足，创作往往急于求成，其作品在技法上缺乏精雕细

琢，在情节上无法形成清晰、完整的叙事。无法满足现实的社会公益

服务、商用交流的需要。

3. 研究意识弱，论文与作品关联度不高。完成毕业作品与学位论

文是艺术专业硕士学位授予的基本条件，这就要求艺术硕士必须运用

所学的理论知识，结合专业特点，针对本人在专业实践中的问题思考

将学位论文与毕业作品紧密结合起来。事实上，艺术硕士往往因为缺

乏问题意识、不具备提出假设进行分析的研究能力，论文与作品之间

的关联度不高，无法高质量达成学位授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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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高层次应用型艺术专门人才的培养，以上 3 个问题成为制约

影视类艺术硕士培养质量提升的瓶颈问题。党建引领下的“3+1”培

养模式解决了以上问题。

二、解决方法和路径

总体思路：以党建引领艺德培养，通过“研习-实训-实践”三站

推进夯实理论素养与技能发展，依靠全程把关保障培养质量，达成培

养高层次影视专业人才的目标。

1. 党建引领：强化艺术道德价值观培养，提升作品精神内涵。

具体措施包括打造党总支书记“第一课”品牌，开设“微党课我来

讲”“红色研学”“学党史·悟思想”线上线下融合党课等。全面提高艺术

硕士政治思想水平，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坚定为人民创作

的信念，解决作品立意不高的问题，鼓励艺术硕士以专业素养服务于

国家文化建设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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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第一课”从新生入校起，结合专业学习让研究生树立正确的

三观。“微党课我来讲”，由研究生党员、入党积极分子主讲微党课，

2019-2020 年度开展各类宣讲人数达 2800 人次。“红色研学”，组织研

究生党支部前往浙江、江西等红色根据地，以共绘党史、同唱红歌、

红色宣讲、寻访红色故事、红色地标打卡、重温入党誓词等形式，追

寻红色记忆，厚植爱国情怀，并拍摄系列微短片。“学党史·悟思想”，

融合“学习强国 app”学习，线上线下同步进行。定期开展学习之星评

比，营造积极进步、“和谐”竞争的浓郁学习气氛，进一步凝聚研究生

团队情感。

2. “三站推进”：促进叙事能力、拍摄技法同步提升，培养创新

研究能力。

具体由“研习-实训-实践”三个前后相继的环节构成教学闭环，

通过课堂教学、半开放式实践教学、开放式实践教学三种模式，将系

统的专业知识教学、创作技法训练、创新反思能力培养贯穿于研究生

教育全过程。

“研习”：通过“师导课程”、“创·艺”系列学术活动夯实学术功

底，培养反思意识与能力。“师导课程”是常规课程以外，导师与艺

术硕士定期进行的“面对面交流”。导师因材施教，答疑解惑，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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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文献研讨、创作策划，并以身作则，鼓励研究生追求卓越的自

我发展目标。“创·艺”学术活动包括青年论坛、大师讲座、校内观

影等，由研究生党支部组织策划，以研究生党员为主体进而带动全体

研究生参与。邀请国内外影视界名师进入课堂，以理论思辨带动研究

热情，训练理论与实践创新融合能力，为后续进入“实训”阶段打好

基础。

“实训”：自建专业实验室、研创中心，通过“项目组队”“以赛

促学”，打造师生实训共同体，促进专业技法、实战经验发展。学院

建有媒体图像实验室、拷贝线拍实验室、影视编辑实验室、视听实验

室、数字后期实验室、数字媒体设计工作室、数字录音工作室、数字

校色实验室等，合计 33间专业实验室，室内总面积达 2400 ㎡左右，

设备总投入达 2000 万人民币左右。拥有 12 个研创中心，涉及数字

媒体、剧本编创、传统文化转化创新、动漫创作等领域。借助学术团

队建设，将实际项目引入教学实训，吸纳研究生进入项目实操训练，

逐步实现教学成果的转化。学院组建“竞赛中心”，提供赛事信息、

技术指导、创意交流平台，在备赛中提升研究生综合能力。确保学生

熟悉影视产业发展态势，开阔并深化专业视野，逐步建构符合自身特

点的知识与技能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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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签约实践基地，实施“双导师”制，以解决实际问题为

指导，实现论文写作与作品创作的统一。学院与 12 家知名（上市）

影视、文创企业签约实践基地，建立校内、校外导师合作机制。围绕

具体实践项目，双方导师共同制定研究生实践计划、设定目标、考核

标准，定期交流，准确把握实践动态；同时引导研究生从既有经验和

项目实践的具体过程中中发现问题、提炼观点、反思理论，从而指导

创新创作。

3. 全程把关：检验各阶段成果，增强艺术硕士自我提升的意识与

能力。

对培养过程进行多维度的“全过程把关”，坚持“研习”有报告，

“实训”有展示，“实践”有汇报。组建校院两级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

和研究生教育督导专家组，开展校院两级人才培养指导和质量监督；

对研究生培养过程质量开展学院自排自查、学校专项检查和委托第三

方机构抽样调查，全面保障研究生培养质量。通过提交文献阅读报告、

论坛论文、讲座学习记录等，促进理论内化；以工作室为单位，举行

项目组研究生阶段成果展示，促进交流提升；学院定期举办包括研究

生成果在内的学生作品展演，提供展示平台。研究生专业实践需完“实

践手册”，提交实践总结，跨年级进行实践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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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果创新

经过近年来的理论反思和实践检验，该培养模式被证明卓有成效，

因为它深刻体现出艺术研究培养的基本规律，很多方面具有开创性意

义。

1. 构筑愿景——为研究生成长开掘内生动力。目标不清，发展动

力不足，是不少艺术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面临的问题。“3+1”培养模

式在党建引领下，始终围绕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建设社会主义文

化强国主题，以加强思想意识建设为先导，不断坚定艺术硕士坚持中

华文化立场，担负时代文化使命的责任感。在对中国传统文化创新性

阐释与创造性发展基础上，贯通古今、兼及中外，以推陈出新的影像

艺术生产来立德树人，增强文化认同、提升文化自信。让每位研究生

心中有梦想、胸中有情怀、脚下有力量。

2. 开拓路径——为研究成材提供系统性指导。缺乏系统的自我提

升计划、不知如何有效地发展自我，是艺术硕士面临的又一问题。为

此，学科团队围绕“良好职业道德”“系统专业知识”“高水平技能”

三大纲领性问题，摸索、开发出全面提升艺术硕士综合素质的“三站

式”推进路径。在该模式中，研究生通过“师导课程”“实训工作室”“实

践基地”等环节，可以向国内外知名教授学习，接受系统理论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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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行业精英学习；还可就地取材，合作研究，进一步发现自己，实

现学、研、习同构。

3. 落实保障——确保研究生培养目标实现。“党建引领”担负着引

导研究生发展愿景、提供研究生学习导向的智力支持作用。“三站推

进”有力保证了研究生在理论与实践技能两方面齐头并进以及自我学

习能力培养的可能。其中“项目组队”在科研项目、创作实践的基础上

组建研究生广泛参与的学术共同体，确保研究生实际研究能力的提升；

“创·艺”学术活动促进研究生反思型学习能力的培养；“专业实践”则

促进和强化了研究生创新意识与能力。培养过程全程把关则始终发挥

着有形的正面示范和直接引导功能。

四、成果的推广应用效应

1. 党建引领作用明显，红色文化影响巨大。2021 年，我院研究

生党支部以全校学生支部总分第一的成绩获得杭州师范大学第三届

“最强党支部”称号，1人获评校优秀共产党员。研究生党支部领衔的

“传承红色基因，助力共同富裕”暑期社会实践团获 2021 年浙江省大

学生志愿者“永远跟党走·红船精神薪火相传”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立项。

党课宣讲团成绩斐然，获得省退伍军人微党课大赛一等奖、省高校思

政微课大赛三等奖，学校微党课、微团课大赛一、二等奖，1 人被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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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杭州市百人宣讲团成员，3 人加入学校“青春榜样”宣讲团。以党建

带动团建创意迭出，2020 年研究生团支部获得浙江省高校十佳团支

部题名奖。2人获评杭州市教育系统优秀团员。2021年团支部成员获

评杭州师范大学十佳团干部、十佳团员。

2. 模式培养成果显著，一批优秀研究生脱颖而出。2019-2020 年

度，我院在读研究生在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全国大学生服务外

包创新创业大赛、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等国家级竞赛中获得

21 个奖项，其中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6 项、三等奖 6 项、优秀奖 7

项；在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创业大赛、大学

生工业设计竞赛、“挑战杯”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第十九届大学生

多媒体作品设计竞赛等省级学科竞赛中获 51 个奖项，一等奖 6 项、

二等奖 7项、三等奖 17 项、优秀奖 21 项。研究生独立承担科研项目

获文化和旅游部、浙江省教育厅等立项资助；实践项目获星光计划、

浙江省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计划等资助。硕士毕业生创业率 2019 年

14%、2020 年 25%，强力支撑学校入选首批“全国创新创业高校 50

强”、首批“全国深化创新创业示范高校”。

3. 紧贴时代需求，社会影响力日增。近年来，报考本学科艺术

硕士研究生人数逐年递增，生源质量也有明显的提高，2020 年报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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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超过 10:1，双一流高校本科生报考的人数有所增加。近 5 年来，研

究生参加参加国际动漫节、文博会、防疫抗疫等实践活动逾 1000 人

次，多次获先进集体荣誉。开展“讲好浙江故事”特色活动，积极开

展实施“钱塘江流域传统节日文化视觉创作和传播”、“浙江抗疫宣传”

等艺术实践活动，成果先后被 “学习强国”、“中国青年志愿者”微

信公众号、科举国际漫画大赛等平台收录。学习强国推送研究生作品

《战“疫”路上》、普法 10 集短片《你好，110！》、“跟着诗词品 家

风” 等作品，点击量高，影响力大。毕业生作品《沿海出发》在全

国院线公映，在校生作品《良渚》获得第七届亚洲微电影节最佳作品

奖。近三年来，影视研究团队获得国家级科研项目 4项，曾多次为浙

江文化产业制定规划，如“杭州市‘十三·五’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规

划”、“江干区运河文创产业带发展规划”、杭州市级文创园区的评选、

钱塘江文化产业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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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招生就业情况

1. 招生情况

2018 年以来电影领域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报名、上线、录取人数（全日制）

2018 年以来广播电视领域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报名、上线、录取人数（全日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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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情况

近 3年以来广播电视领域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报名、上线、录取人数（全日制）

近 3年以来电影领域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报名、上线、录取人数（全日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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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生党建成果清单

序

号
奖项名称 颁奖单位 获奖人(组织) 时间

1 浙江省高校思政微课大赛三等奖

共青团浙江省委、浙

江省教育厅、浙江省

学生联合会

薛晨晨 2021 年

2
浙江省大学生志愿者“永远跟党走·红船

精神薪火相传”暑期社会时间活动立项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杭州市委员会

文化创意与传媒学院

“传承红色基因，助力

共同富裕”暑期社会

实践团队

2021 年

3
浙江省高校退役学生军人微党课大赛一等

奖

浙江省学校国防教育

分会
薛晨晨 2021 年

4
“青春力量”杭州宣讲团——2021 年“杭

州青年说”成员

中共杭州市委宣传

部、共青团杭州市委
薛晨晨 2021 年

5 全省高校十佳团支部提名
浙江省大中学生校园

文化节组委会

文化创意学院 2019
级研究生团支部

2020 年

6 杭州市教育系统优秀团员
共青团杭州市委学校

工作部
洪梓琳 2020 年

7 杭州师范大学第三届“最强党支部” 杭州师范大学
文化创意学院党总支

研究生党支部
2021 年

8
杭州师范大学“百年征程波澜壮阔 百年初

心历久弥坚”微型党课大赛一等奖

杭州师范大学党委组

织部、学工部
薛晨晨 2021 年

9
杭州师范大学“百年征程波澜壮阔 百年初

心历久弥坚”微型党课大赛二等奖

杭州师范大学党委组

织部、学工部
洪梓琳 2021 年

10 2020 年度杭州师范大学“十佳共青团干部”
共青团杭州师范大学

委员会
洪梓琳 2021 年

11 2020 年度杭州师范大学“十佳共青团员”
共青团杭州师范大学

委员会
李金龙 2021 年

12 杭州师范大学 2020 年度优秀共产党员 杭州师范大学 洪梓琳 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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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究生获奖成果

序

号
姓名 专业 奖项名称 等级

1 洪梓琳 广播电视
数字化背景下大学生创新创业的路径研究——以短视频

产业为例

浙江省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计划

暨新苗人才计划实施办公室

2 洪梓琳 广播电视
大学生数字化文创产业创新创业的发展现状与模式的研

究——以杭州市为例
杭州师范大学研工部

3 洪梓琳 广播电视
5G时代背景下大学生创新创业的研究——以短视频产业

为例
杭州师范大学研工部

4 洪梓琳 广播电视
数字化背景下大学生创新创业的路径研究——以杭州文

创产业为例
杭州师范大学研工部

5 范纯 广播电视 童话世界反观现实社会（星光计划） 杭州师范大学研工部

6 骆梦柯 电影
“诗画浙江”一地一脉文旅 IP 开发与传播策略研究——

以衢州“南孔爷爷”为例
国家级

7 骆梦柯 电影 浙江省文化产业发展效率时空差异研究 其他

8 张国庆 电影 浙江省文化产业发展效率时空差异研究 其他

9 辛则雨 电影 实践型影视学文化创意研究生培养模式研究 省教育厅

10 洪梓琳 广播电视
文化创意与传媒学院“传承红色基因，助力共同富裕”

暑期社会实践团
省部级

11 黄红 广播电视 文旅融合视域下湖州影视城的多元发展路径探究 省教育厅

12 曹晓贝 广播电视 浙江省第九届大学生广告创意设计竞赛 省级二等奖

13 滑芮 广播电视 浙江省第九届大学生广告创意设计竞赛 省级二等奖

14 宋文新 广播电视 第七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校赛

15 周韵迪 电影 浙江省第八届大学生广告创意设计竞赛（文案类广告语） 省级三等奖

16 周韵迪 电影 浙江省第八届大学生广告创意设计竞赛（广告语） 校赛三等奖

17 周韵迪 电影 浙江省第八届大学生广告创意设计竞赛（广告语） 校赛三等奖

18 周韵迪 电影 浙江省第八届大学生广告创意设计竞赛（广告语） 校赛二等奖

19 周韵迪 电影 浙江省第八届大学生广告创意设计竞赛（广告语） 校赛二等奖

20 周韵迪 电影 浙江省第八届大学生广告创意设计竞赛（创意脚本） 校赛二等奖

21 周韵迪 电影 浙江省第八届大学生广告创意设计竞赛（创意脚本） 校赛一等奖

22 周韵迪 电影 浙江省第八届大学生广告创意设计竞赛（文案类广告语） 省级优秀奖

23 周韵迪 电影 浙江省第八届大学生广告创意设计竞赛（文案类广告语） 省级优秀奖

24 洪梓琳 广播电视
浙江省第十二届“挑战杯·宁波江北”大学生创业计划

竞赛三等奖
省三等奖

25 李金龙 广播电视
浙江省第十二届“挑战杯·宁波江北”大学生大学生创

业计划竞赛
省级三等奖

26 陈帅楠 广播电视
浙江省第十二届“挑战杯·宁波江北”大学生创业计划

竞赛三等奖
省三等奖

27 余贵平 电影
浙江省第十二届“挑战杯·宁波江北”大学生创业计划

竞赛三等奖
省三等奖

28 沈碧欢 广播电视
浙江省第十二届“挑战杯·宁波江北”大学生创业计划

竞赛三等奖
省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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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王琰 广播电视
浙江省第十二届“挑战杯·宁波江北”大学生创业计划

竞赛
三等奖

30 张少立 电影 “钱潮杯”首届青年创意家·网络文艺评论 三等奖

31 骆梦柯 电影
“钱塘杯”首届青年创意家 网络文艺评论奖 学生组优

秀评论奖
省级文联

32 胡梦婷 电影 首届青年创意家·“钱潮杯”网络文艺评论奖 优秀奖

33 钱豫清 戏剧与影视学
“钱潮杯”首届青年创意家 网络文艺评论奖 学生组优

秀评论奖
省级文联

34 胡梦婷 电影 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 省赛三等奖/优秀奖

35 张亚妮 电影 第八届全国大学生广告创意大赛优秀奖 省级

36 骆梦柯 电影
杭州师范大学第二十二届学生思想政治课优秀论文竞赛

二等奖
校级

37 张国庆 电影 第三届研究生“沿创.研途人生”创新创业大赛 一般课题

38 张亚妮 电影 全国大学生广告创意大赛二等奖 校级

39 张亚妮 电影 全国大学生广告创意大赛三等奖 校级

40 骆梦柯 电影 第十二届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平面类校级三等奖 校级

41 崔玮桐 电影 第 12 届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 校级

42 崔玮桐 电影 第 12 届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平面类校赛三等奖 校赛

43 崔玮桐 电影
第 12 届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文案类（创意脚本）校

赛二等奖
校级

44 骆梦柯 电影 第十二届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文案类二等奖 校级

45 段佳 戏剧与影视学 首届“白马湖杯”中国（杭州）网络文学评论大赛 市厅级

46 张国庆 电影 “星光计划”大学生创新创业 二等奖

47 胡梦婷 电影 2019 手机电影年度盛典 入围奖

48 周韵迪 电影 最佳公益片 全国

49 张国庆 电影 2019 手机电影年度盛典最佳公益片入围奖 入围奖

50 张亚妮 电影 燃烧 国家级

51 张庆旺 电影
杭州师范大学第二届沿创·研途人生研究生校园原创文

艺大赛
二等奖

52 胡翎格 电影 2019“沿创·研途人生”创新创业大赛 二等奖 学院

53 李金龙 广播电视 第二届“研创·研途人生”大赛 视频类特等奖 校级

54 李金龙 广播电视 第二届“研创·研途人生”大赛 视频类特等奖 校级

55 周晓丛 电影 研途杯文艺作品单元 校级一等奖

56 周晓丛 电影 16 届广州大学生电影节影评单元 省级

57 李金龙 广播电视 第十一届浙江省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大赛 金奖

58 王琰 广播电视 浙江省第十一届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大赛 金奖

59 杨沐 广播电视 浙江省大学生广告创意设计大赛 省三等奖

60 于晓宇 电影 2019 年杭州师范大学“星光计划” 二等奖

61 吴英仕 电影 第六届中国杭州大学生创业大赛 二类

62 王婷 广播电视 杭州师范大学恒逸邱建林星光奖 一等奖

63 王婷 广播电视 杭州师范大学恒逸邱建林星光奖 三等奖

64 王婷 广播电视 杭州师范大学第十届职业生涯规划大赛与创业大赛 三等奖

65 胡晓晖 电影 东北亚第三届动漫教育论坛 C类金奖 还未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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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王赟荻 电影 浙江省第四届大学生摄影竞赛 网络组艺术类二等奖

67 王赟荻 电影 浙江省第四届大学生摄影竞赛 网络组商业类二等奖

68 吕逸凡 电影 第四届亚洲微电影艺术节金海棠奖优秀新作奖 国家级

69 姚珊凤 戏剧与影视学 第 10 届新星杯原创故事型漫画最佳综合条漫奖 铜奖

70 杨涛 戏剧与影视学 第八届浙江省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创业大赛 二等奖

71 吕逸凡 电影 金风筝国际微电影大赛优秀作品奖 国家级

72 邵恺雯 电影 第十五届大学生多媒体作品设计竞赛 二等奖

73 耿怡 戏剧与影视学 《时之影》 入围奖

74 耿怡 戏剧与影视学 《美丽的魔法》 佳作奖

75 耿怡 戏剧与影视学 《徽声徽色》 优秀奖已出版

76 范纯 广播电视 杭州师范大学研究生辩论赛 季军 优秀辩手

77 邵恺雯 电影 第八届大广赛校赛 二等奖

78 范纯 广播电视 第八届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 二等奖

79 林作 广播电视 大学生广告设计大赛三等奖 校赛

80 倪显浩 电影 第三届东北亚国际动漫作品大赛优秀奖 省级

81 梁佳奇 戏剧与影视学 第十四届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漫画节奖 漫画节奖

82 陈昊 广播电视 中国大学生广告艺术节学院奖 2021 春 优秀奖

83 谢丽媛 广播电视 浙江省第九届大学生广告创意设计竞赛 二等奖

84 宋文新 广播电视 第七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二等奖

85 陈昊 广播电视 四川外国语大学主持人大赛 二等奖

86 王泽 电影 2021 第三届“第三只眼”看中国国际短视频大赛 优秀奖

87 王泽 电影 第一届冇国际青年影像周 其他

88 王泽 电影 第一届冇国际青年影像周 其他

89 骆梦柯 电影 大广赛校赛三等奖文案类“爱见面，享呵护” 三等奖

90 骆梦柯 电影 大广赛校赛三等奖“爱见面，享奥美” 三等奖

91 骆梦柯 电影 大广赛校赛三等奖文案类 “清新洁面，天赐良“肌” 三等奖

92 骆梦柯 电影 大广赛校赛三等奖文案类 多彩出行，轻松心情 三等奖

93 骆梦柯 电影 大广赛校赛三等奖文案类 爱华仕，带着四季看世界 三等奖

94 骆梦柯 电影 大广赛校赛二等奖文案类 云朵的轻柔，奥美的“厚”意 二等奖

95 骆梦柯 电影
大广赛校赛三等奖文案类 ”一叶子精华，陪伴黑夜守住

美“
三等奖

96 骆梦柯 电影
大广赛校赛二等奖文案类 给生活做“碱”法，给青春做

加法
二等奖

97 骆梦柯 电影 大广赛校赛三等奖文案类 ”娃哈哈，暖胃更暖你“ 三等奖

98 崔玮桐 电影 第 13 届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 三等奖

99 王泽 电影 第 14 届上海大学生电视节 二等奖

100 王泽 电影 中国大学生广告艺术节学院奖 二等奖

101 王泽 电影 2021AME 影像行动 2.0 优秀奖

102 王泽 电影 金雀国际电影节 其他

103 张亚妮 电影
沿途·研途人生微电影《燃烧》二等奖创作人：胡梦婷

张亚妮张国庆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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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育教学过程管理

1. 实践教学基地

文化创意与传媒学院艺术硕士专业学位实践基地清单

序

号
单位名称

单位负

责人
联系方式 职务

适用专

业领域

1
华数探索商务咨询

（杭州）有限公司
樊厚清 18667170105 总经理

广播电

视

2
杭州翻翻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
沈浩 13858094101 董事长

电影/广

播电视

3
杭州蒸汽工场文化

创意有限公司
成伟芳 13157148339 董事长

电影/广

播电视

4
杭州硬脑创意科技

有限公司
苏焕 13157148339 总经理

电影/广

播电视

5
杭州闻源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
王之瑜 13023618602 总经理

电影/广

播电视

6
杭州兰桥影业有限

责任公司
金良言 13957192006

总经理 艺术

总监
电影

7
杭州鲲睿影视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
黄筱媛 13905715581 副总经理 电影

8
上海笑懿迦文化科

技有限公司
张笑帆 18916017893 艺术总监

电影/广

播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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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杭州市电影电视家

协会
朱旭 13588001054

杭州市电影

电视家协会

秘书长

电影/广

播电视

10
深圳盛赞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
经常青 13602508135

首席顾问，

总策划

电影/广

播电视

11
杭州阿优文化科技

有限公司
章成雷 13777879041

动画部总经

理

电影/广

播电视

12
杭州如影若梦影视

策划有限公司
殷玉洲 15158816327 总经理 电影

13
杭州蛟龙动漫设计

有限公司
杨涛 13588076576 总经理 电影

14
杭州溯洄从之影视

制作有限公司
华杰 17805850302 总经理 电影

15
杭州九野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叶萌 13906520855 CEO

电影/广

播电视

16
应物不迷（杭州）

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曹可臻 18857189292 签约代表

电影/广

播电视

17
东莞市泛美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盛丽 18688998983 签约代表

电影/广

播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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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校内实验实习中心

文化创意与传媒学院实验实训室清单

序号 建筑物名称 房号 名称

1 恕园 2 号楼 301 3D 打印实验室

2 恕园 2 号楼 305 产品模型制作实验室

3 恕园 2 号楼 303 产品造型实验室

4 恕园 2 号楼 308 定格动画实验室（二）

5 恕园 2 号楼 306 定格动画实验室（一）

6 恕园 2 号楼 907 动画设计工作室、插漫画工作室

7 恕园 1 号楼 421 国际网络文艺研究中心

8 恕园 28号楼 405 化妆间

9 恕园 2 号楼 411 拷贝线拍实验室

10 恕园 1 号楼 414 漫画创作研究中心

11 恕园 2 号楼 302 媒体后期实验室

12 恕园 2 号楼 403 媒体图像实验室（二）

13 恕园 2 号楼 401 媒体图像实验室（一）

14 恕园 2 号楼 514 摄影棚

15 恕园 2 号楼 414 声音创作实验室

16 恕园 2 号楼 408 视听实验室（二 ）

17 恕园 2 号楼 404 视听实验室（一 ）

18 恕园 2 号楼 409-1 数字动画实验室（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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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恕园 2 号楼 409-2 数字动画实验室（三）

20 恕园 2 号楼 405 数字动画实验室（一）

21 恕园 2 号楼 406 数字录音实验室

22 恕园 2 号楼 502 数字校色实验室

23 恕园 1 号楼 201 研创中心

24 恕园 1 号楼 202 研创中心

25 恕园 1 号楼 203 研创中心

26 恕园 1 号楼 205 研创中心

27 恕园 1 号楼 206 研创中心

28 恕园 1 号楼 207 研创中心

29 恕园 1 号楼 208 研创中心

30 恕园 1 号楼 209 研创中心

31 恕园 1 号楼 211 研创中心

32 恕园 1 号楼 213 研创中心

33 恕园 1 号楼 412 研创中心

34 恕园 1 号楼 416 研创中心

35 恕园 2 号楼 310 研创中心

36 恕园 28号楼 401 演播厅

37 恕园 2 号楼 402 影视编辑实验室

38 恕园 1 号楼 408 影视作品检测实验室

39 恕园 2 号楼 510 影像道具室

40 恕园 2 号楼 512 影像设备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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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恕园 2 号楼 506 影像艺术工作室（二）

42 恕园 2 号楼 508 影像艺术工作室（三）

43 恕园 2 号楼 504 影像艺术工作室（一）

44 恕园 7 号楼 311 越剧文化传承与保护基地

45 恕园 7 号楼 313 越剧文化传承与保护基地

46 恕园 7 号楼 315 越剧文化传承与保护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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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创艺”研究生学术活动

“创·艺”学术论坛是由我院郭持华教授、沈松华等老师共同

发起，面向全院在读研究生开展，至今已成功举办 3 期，论坛旨在

营造我院良好学术氛围，打造研究生学术品牌，为学院研究生创造

展示与交流平台。论坛创办之初即秉持开放性原则，鼓励研究生主

动展示与分享研究成果，以实践为目的，公开参加展演活动是我院

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抓手，也是我院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中开放

性实践教学的重要一环。在论坛中师生共同就所展示内容做专业交

流与探讨，老师帮助学生答疑解惑。学术论坛加强了师生之间的学

术碰撞，为培养实践能力强、综合素养高的复合型研究生夯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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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师生研创团体服务社会成果（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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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塘江文化带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展馆

运营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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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名研究生进村实习

瓯江诗路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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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文化礼堂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