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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岁月如歌

          ——曲阜师范大学六十周年校庆专题片策划案

                  戏剧影视文学专业学生    白丽敏    

                指导老师  任明华

摘要：2015年恰逢曲阜师范大学60周年校庆，拍摄校庆纪录片，可以记录这一闪光的

时刻，充分展现学校60年的发展建设和光辉历程，同时，又能展示学校对于教育模式

的探索和贡献，以及对我国教育体制的深入开展提供前瞻性的模式和思考。该片要超

越一个学校宣传片的范畴，立志着重体现出对于中国教育发展的思考，不是视频资料

的堆砌而是思想展示。触角要广泛深入社会，要生动、真实、非理论性的表现出来，

引发观众思考，思考中国近代教育的今天与昨天相比有了哪些进步，思考我们当下的

教育与世界教育存在着怎样的差距，深入思考教育最本质的东西。

关键词：专题片   策划案   校庆   教育

                  Years like song

——60 anniversary feature films plot qufu normal university

        Drama film and television literature majors       Bailimin
                                 Tutor   Renminghua

Abstract：Coincides with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qufu normal university in 2015, an all-new 
documentary, can record a flash moment, show adequately school 60 years construction and 
the glorious course of development, at the same time, also can show school exploration and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education patterns, as well as to the in-depth development of China's 
education system to provide proactive mode and thinking. The film to transcend a school 
video category, determined to mainly manifes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ducation 
thinking, instead of video data of thought. Tentacles in-depth social, vivid and real, the 
theoretical expression comes out, cause the audience thinking, thinking of modern Chinese 
education has what progress today compared with yesterday, thinking of our current education 
and the education there is a gap, deep thinking education is the most essential thing.
Key words: Feature films  plot  Centenni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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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制作目的

2015年恰逢曲阜师范大学60周年校庆，拍摄校庆专题片，可以记录这一闪光的时

刻，充分展现学校60年的发展建设和光辉历程，同时，又能展示学校对于教育模式的探

索和贡献，以及对我国教育体制的深入开展提供前瞻性的模式和思考。回忆曲阜师范大

学的校史，扩大曲阜师范大学的知名度和辨识度。引发教育工作者思考，发展高等教育，

培养高素质人才。

二、制作内容

该专题片包含的内容相当广，基本将学校的教育理念、历史人文、发展历程、社会影

响、社会荣誉、团队建设、教改探索、模式创新、未来展望等都囊括入内。由于内容之多，

将以一个鲜明的主题脉络贯穿、承接通篇各个部分。

三、制作形式

本片力求将形象宣传片和故事专题片完美结合，不是常规学校宣传片中学校成绩的

简单堆砌，而是以极其富有意蕴的事件故事将学校的历史、探索、成就娓娓道来，以思考

为纲串联全片。整体构思分为明暗两条线并行，先“起”后“接”，相辅相成相呼应。明

线：全面展示学校历史沿革、发展进程、成就现状、未来的思考。暗线：以中国近代以来社

会历史变迁及改革开放后的教育体制改革历程为大背景全片分四章节：“人文篇”、“ 

探索篇”、“辉煌篇”、“前瞻篇”，基调分别为对学校历史人文的“深情”、探索中的

“蕴情”、辉煌成就的“抒情”、充满“激情”地前瞻。

四、表现风格

    

宣传片是由语言、字幕、画面和音乐构成的综合艺术，在制作过程中要注意将四者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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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使完成的专题片画面平和，充满人文情怀，富有感染力。表现手法以纪实为主，辅

之以适量的采访和珍贵的录像资料。

五、目标人群

学校的广大教师学生、各届校友、关注教育的社会各阶层人士、掌握话语权的主流

社会精英、国内外孔子文化的爱好者。

六、具体要求

     

用制作电视、电影的表现手法对学校的各个发展阶段各个层面有重点、有针对、有秩序

地进行拍摄、录音、剪辑制作成片，“声色并茂”地表现学校丰厚的人文底蕴、凸现学校

独特风格、彰显学校锐意教改的风采。淡化宣传说教色彩，以较强的故事性增强节目的

亲和力、思想性和传播效果，使小众化的片子达到被大众接受的效果。风格上直白、平实

、不矫饰，同时，尽量展现矛盾和冲突，要生动、具有雄厚的思辨色彩、具有思想张力和

思想高度，能够激发受众思考。从而把学校理念、探索、成就和思考有机结合在一起。

1、纪实拍摄应拍摄具有情节性、故事性的段落，捕捉能体现时代教育背景的细节。

2、结构 

注意完整统一的时空逻辑关系，同时，要注意节奏轻重缓急的处理，及悬念点、兴奋点的

设置，剪辑时合理地设计这些点在全片的布局，以激发观众的观赏兴趣。

3、解说词 

解说词要凝练，宁缺勿滥；语言尽量平实、直白、客观、理性。语言要针对画面，具有较强

的指向性，通过画面较强的视觉冲击力，使片子充满思想激情。

4、倾向性 

通过合理的选材、采访、剪辑，表现当今中国社会教育领域中一个正在积极探索中的主

流的、前沿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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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结构阐述

1：总时长：15分钟。

2：结构及片长分配：

片头：15秒钟，也是专题片中四个章节的过渡片花。

引子：由学校理念导入，1分钟；

正片：以“人文传承、教改探索、辉煌成就、模式思考（前瞻性思考）”为核心展开，共计1

3分钟。

片尾：学校未来愿景，1分钟。

3：风格

   

节奏动感的实景影象、如鱼穿游的动态镜头和激情昂扬的片头、片尾与引子背景音乐或

优美舒缓的正片背景音乐以及浑厚有力的男性配音构成了影片的视听特色。

4、创意创新：

    

正片以“人文传承、教改探索、辉煌成就、前瞻思考”为核心展开，充分展示学校深厚的

历史人文内涵，学校以人文立校，不断探索教育新模式，积极开拓创新。通过对学校成就

的强势展现，编配雄浑的音乐和浑厚有力的男音，突出学校乘风破浪、勇于探索的进取

精神。

正文分四章节，每章节俱以一至数个富有典型性的事件故事导入，通过故事引发

思考、渐次展示、激发观众收看兴趣。

为使专题片具有更大的可视性，每个章节都预设有四点：悬念点、兴奋点、高潮点、

思考点，分别承载章节的“起”“承”“转”“接”功能。

八、正文

（1）片头：

     

以特技手法串接极其富有人文气息、清新、唯美的画面（切换穿插蔚蓝的天空、青翠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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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草地、朝气勃勃的学生笑脸，现代化教学设施特色场景等），导出学校的名称、校徽和

校训。运用动态镜头快速转换该学校取得的辉煌成绩及知名校友，体现学校培养人才方

面精神理念及成就，由此引入正片。旁白摘要：风雨飘飞，花开花落。我们走过风，我们

走过雨，我们走过春夏与秋冬。60年风雨沧桑，60年流金岁月，60年弦歌不辍。寻觅峥嵘

岁月，追寻历史记忆。

（2）正片：

    由引子直接过度到本篇，具体展现内容为：

人文篇：

切入点——

事件故事：为学校校庆日期民主征求众意。事件解析：该事件解决了如何将学校历史人文

与现实发展结合起来，体现了学校人文传承理念的重大进步，并可由此展开学校历史人

文的回顾。由该事件引出对学校历史人文传承的画面回顾，通过反映学校历届优秀学者

领导人的成绩，表现出该校人文历史底蕴深厚。以人物访谈、历史回顾等手法，再现学校

当年的历史人文及辉煌成就。富有历史感的男音旁白、再加动态镜头和相关情景的背景

音乐等来完成内容的展现。旁白摘要：作为一个学校，不能过分强调政治意识形态，只有

正面历史，才能更好地面对未来的教育。贯彻以人为本，共建和谐校园。（以人物访谈、

历史回顾等手法，再现学校当年的历史人文及辉煌成就。富有历史感的男音旁白、再加

动态镜头和相关情景的背景音乐等来完成内容的展现）。思考点——

百年老校与解放后的学校有何区别？一个学校如何更好地实现人文传承和人文营造？

如何打造学校教育的文化品质、文化品味？

探索篇：

切入点---

事件故事：学校名称的变更。事件解析：该事件反映出学校对教育领域的探索和发展，体

现了学校不断改革和发展的革新之路。曲阜师范大学1955年创建于济南，始称山东师范

专科学校。1956年5月，被教育部批准升格为曲阜师范学院，同年9月迁址曲阜，开启了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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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本科教育的历程。1970年9月至1974年4月，与山东大学文科合并成为新的山东大学。1

974年4月恢复曲阜师范学院建制。1981年，被山东省人民政府确立为重点建设的六所高

校之一；同年，被批准为全国首批招收研究生的高校。1982年，取得硕士学位授予权。198

5年11月，学校更名为曲阜师范大学。2002年，建设日照校区。2003年，取得博士学位授

予权。2004年，获得教育部本科教学水平评估优秀成绩。2012年，入选山东省应用型人才

培养特色名校。2014年，入选惠普国际软件人才及产业基地项目共建高校。该篇主要以

照片和影像资料为展现方式，通过展现校史馆等承载学校历史发展变迁的载体，展现学

校60年风雨历程中的不断探索。旁白词摘：随着社会多元化发展，文化冲突将成为日常

社会常态,学会运用民主公平的理念处理问题是最基础的教育。学校如今一流的教学理

念和实践，不是靠 

“跂足而望”得来的，而是借助于与时俱进的探索、创新而来，借助于探索实践而来，借

助于不断思考考察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不断研究以新思想、新理论、新的思维

方式、新的教育机制适应人才培养的需求而来的。学校一直重视基础教育的探索和教改

创新，在培养高素质人才、课程设置、教材编写等方面进行率先探索与实践。（以人物访

谈、历史回顾等手法，再现当年所作出的一些实践探索初衷及具体操作构想，揭示出学

校率先进行教改探索的重要性及其现实的深远意义。穿插图片字幕：校史馆的图片展示

、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生活、辛勤工作锐意创新的教师团队。） 

成就篇：

切入事件----

分设日照校区。经过近60年的建设发展，学校已经成为一所拥有曲阜和日照两个校区、

学科门类齐全、培养体系完善、办学条件优良、教学科研具有相当实力、师资力量比较雄

厚的省属重点大学，积淀形成了“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校训，“勤奋、朴实、团结、进取”

的校风，“艰苦奋斗、刚健自强”的大学精神，“学高身正、行胜于言”的教师教育理念，“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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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践履、经世致用”的社会服务传统，造就了一代又一代德才兼备、求是求新、敢为人先、

追求卓越的曲阜师大人，为国家和山东省的经济建设、社会进步和教育创新做出了应有

贡献。学校是国家首批公布的200所招收外国留学生的本科院校之一，与50所国外高校

建立了校际友好关系。学校始终把人才培养作为根本任务，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打

造了过硬的教育教学质量。学校历来重视科学研究，取得一大批具有广泛影响的重要成

果。建校初期的“公社数学”曾受到毛主席的赞扬，离子交换法制备碳酸钾获1978年全国

科学大会奖。近年来，先后承担了国家“973”、“863”计划项目在内的一大批高层次科研项

目，在应用数学、激光偏光、电气信息、生物资源开发与利用、土地规划、物理化学、孔子

儒学、教育科学、体育科学等学科领域达到了较高水平。（穿插图片字幕快速闪回学校优

异历史成果、杰出人物精彩瞬间。以煽情性的男音旁白、动态镜头、编配愉悦快节奏的背

景音乐等来完成内容的展现。以师生交流、互动教学、相互亲密无间等特写画面等场景

画面，编配优美舒缓的音乐和浑厚有力的男音旁白、另加动态镜头等来展现。思考点：如

何更好地培养出符合社会需求和国际化趋势的人才？）

前瞻篇：

切入事件----

学校注重依托孔子故里独特历史文化资源优势，在传承创新优秀传统文化方面形成特色

优势。坚持将传统文化的精华渗透到教育教学全过程，坚持立德树人，注重文化育人，积

淀形成了人文特色鲜明的优良教风学风校风。学校是教育部首批外国留学生定点招生高

校。多年来，学校坚持兼容并包，兼收并蓄的学术方针，以广阔的胸襟，开放的眼界，广

泛吸纳多元文明成果，先后与韩国平泽大学、日本岩手大学、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俄罗斯

秋明国立大学、丹麦罗斯基勒大学、澳大利亚查尔斯•斯图特大学、加拿大皇家大学等10

多个国家50余所高校建立了校际友好关系，在联合办学、教师和学生互派、文化学术交

流等领域建立了广泛而深入的合作。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被中国传统文化吸引，越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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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孔子文化大学的建立让这座小城家喻户晓，也让这座坐落在这座小城的大学名扬四

海。。人物访谈也是这部分的重要内容，主要以外国友人为主，通过展现外国留学生眼中

的学校，展现学校在国际中取得的地位。（旁白摘要：在如何面向国际化，培养出国际化

人才的问题上，学校认为，越是国际化人才越要打好传统文化的根底。中国的教育思想

家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学校每一次变化起伏都有时代背景，但是也有不变的东西

，也即教育的本质不变。教育是一种思想，教育也是一种实践，学校一直积极致力于探索

教育最本质的东西。穿插相关关键词字幕、学校国际性外事交流、传统人文营造等特写

画面等场景画面，交叉出现，强化学校的理念，编配优美舒缓的音乐和浑厚有力的男音

旁白、另加动态镜头等来展现。）思考点：教育最本质的东西是什么？真正好的教育应该

给人什么？

片尾：未来愿景

在思考探索篇的基础上进行镜头切换，画面内涵和音效与引子部分相呼应，强化整

片的力度，把整部片子推向高潮，充分表现学校不断探索创新，永葆前进动力的风采。从

而把学校的形象进一步予以提升，描绘出学校的发展蓝图和美好明天。最后再次推出学

校校庆、校徽和学校宣传语，加深观众印象。字幕：忆往昔，桃李不言，自有风雨话沧桑；

看今朝，厚德载物，更续辉煌誉五洲。纪念曲阜师范大学校庆六十周年。

九、成本预算

人民币500元

十、致谢

曲阜师范大学校史编写组

曲阜师范大学校庆组织部

曲阜师范大学教务处

曲阜师范大学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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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阜师范大学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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