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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片《音缘》策划案

戏剧影视文学专业学生  陈珊

指导教师 袁梅

摘要：在媒体大力渲染成功人士的当下，动人的事例层出不穷，却仿佛离我
们的生活很远，但事实上，在普普通通的生活里，也有这样的人和事能够触动
人心，这样平凡的事件反而更具有感染力。本片就是在此前提下，挖掘身边的
平凡人的不平凡事，从校园中的一个小人物的故事入手，讲述一个普通学生在
校园广播台中不断成长，最终成为一名优秀的播音员，完成了兴趣与事业双丰
收的完美目标的故事，通过对主人公与广播台“相处”的几个阶段的具体描述
，挖掘出人物最终成功的秘诀，记录主人公与广播的不解之缘，展现出主人公
对广播初心不变，始终如一的喜爱，讲述一个广播台与主人公之间相互促进，
共同成长的故事。

关键词：播音员 广播台 缘分 坚持 成功

Feature films "The fate to the sound " planning book
Student majoring in Film and television drama literature  Chen Shan

Tutor Yuan Mei

Abstract：Vigorously rendering of successful people in the present，touching stories 
emerge in endlessly but as if is far away from our life. But in fact, in ordinary life, 
also have such persons and things that can touch our hearts, instead, this kind of 
ordinary event is more infective. The film is under this premise, mining the ordinary 
things around me and no ordinary person. The story of a little guy in the campus, 
about an ordinary students in campus radio station growing, eventually to be a good 
announcer, completed the interest and career double harvest the story of the perfect 
target. With radio station by the protagonist "get along" for a complete description of 
several stages, unearth characters finally the secret of success, dig characters finally 
the secret of success. Show the character's fate and broadcasting, the man has been 
very like radio station, has not changed. Tell a radio station and promote each other 
between the protagonist, grow up together.
Key words: The announcer；Radio station；The fate；Adhere to the；success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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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个人与社会团体的相处磨合能够缩影成千千万万个小的故事，在我们

的身边上演着。其实用心去感受就会发现，在我们喜欢的地方，有许多人和许多

事都是值得纪念的，而对于这些人这些事，用笔，用影片记录下来，凝聚在这一

时刻的这些记忆，会变成值得珍藏一生的美好片段，在以后颓废时，遇到挫折时

再次翻看，会找到新的力量。

在我的大学生活中，也有这么美好的事情发生，一切的机缘巧合，造就了如

今对播音的热爱，专题片里的主人公也是我的精神投影，这一切的起源，过程和

即将到来的结果，在这个小小的专题片里，将会一一呈现。

1．项目名称

《音缘》

2．项目宗旨

专题片通过跟随广播台这一背景中主人公的成长步伐，做到展示主人公的

性格特质，行为方式，成功经验的目标，突出主人公的品行。并以小见大，以本片

主人公与广播台之间互助共赢的故事，将社团活动带给个人的历练与成长展示

出来，我们将拍摄、制作、展示积极向上的内容，引导观众，感染观众，达到传递

人物精神与社团精神的目的。

3．项目主题

   

专题片以主人公程小术与广播声音结缘为主线，表现主人公程小术对工作尽心

尽力，认真负责，不离不弃的精神，同样也表达了社团活动对学生的历练，主人

公的快速成长离不开广播台，广播台的发展也离不开许许多多主人公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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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双向促进的关系，也是大学社团活动开展的意义所在。全片的精神都是

客观且积极的，要向观众呈现出一种拼搏进取的主人公形象，遇到挫折可以战胜

挫折，对喜欢的东西可以始终坚持如一，这也是本片存在的正面意义。 

4．项目背景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会在媒体上听说许许多多的成功人士的案例，他们的生活

像一部电影一样精彩而充满波折，我们总会觉得那些事情太遥远，与我们关系不

大，可实际上，在我们的周围，也有很多人有这样的正能量，他们的故事虽然微

小，却同样动人。本片取材于真实生活的真实事例，就是我们身边的故事，一个

普普通通的大学生，因为机缘巧合与广播结下了不解之缘，这样的喜欢一下就持

续了整个大学生涯，主人公因广播而变得更好更强大，而他会怀着这样的喜欢走

下去，成长为足够优秀的人。这样的小事，反而是更加真实动人的，在我们身边，

离我们那么近，所以更富有感染力，因为也许，下一个程小术就是你自己。

    

而另一方面，广播是媒体传播的方式之一，它的范围广泛而具有传播迅速，功能

多样，感染力强的优势特点，它存在于我们生活的很多环境，作为媒体力量的一

个分支，它的重要性是不可忽视的。校园文化多姿多彩，而广播也是校园文化多

元化的一个重要展现，每个校园都有属于自己的声音，它们用声音传播能量，用

声音谱写青春，广播台作为这个声音的载体，由播音员们代表着众位同学传达出

他们的心声，响彻在校园的每个角落。作为曲阜师范大学《曲院之声》广播台的一

员，我对广播的热爱同样是做这部片子的动力，想要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校园里的

声音，想要让更多人知道，其实有许多像程小术这样的学生，带着爱意，为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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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广播台奉献了大学四年的时光，他们爱着广播台，也想要广播台变得更好。广

播台因这些人的存在得以更快速的发展，这些人因为广播台而进步，这样的互相

促进是美好而富有吸引力的。

5．项目体裁

电视专题片

6．项目长度

约25分钟。

7．节目要求

画面要求：拍摄画面要注意人物与环境协调，抓住人物面部表情，突出人物

的身影，运用虚实的变换制造足够的空间感，场景之间切换自然连贯，时间轴线

串联合理，使整体效果积极明快。

风格：以第一人称叙事为主线，辅以部分抒情的节奏，整体风格保证积极乐

观，充满正能量。

结构：采用合理的时间与空间复合结构，运用画面与解说词的过渡，衔接时

间空间，运用插叙，倒叙等手法，将主人公成长脉络清晰展示。做到空间的深度

和时间的跨度相结合。

专业配音：在解说词方面，要求把握人物性格，以客观的情绪阐述主人公情

感变化，不生硬，不矫情，自然流畅，做到与画面配合无间。

中文解说（男声）要求普通话标准，声音富有感染力，能带动观众情绪，擅于

与画面内容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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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设备：将采用高清摄像机，三脚架、变焦镜头、定焦镜头、广角镜头，话

筒等专用设备；采用专业非线性编辑机进行后期制作。

8．拍摄区域

曲阜师范大学校园，主体为行政楼，及穿插的校内各建筑。

9．拍摄可行性

拍摄场景集中在曲园之声广播台，曲阜师范大学校园，影响力可持续性较长

，且便于与老师同学沟通交流，同时，对环境了解深入，能够找到合适的拍摄方

式，整个拍摄并无特殊困难。

拍摄设备：摄像机，话筒，道具等。

拍摄人员：由学生担任。

拍摄场景可能会出现人物表达死板僵硬及不自然的状况，且因纪录片时间

跨度较长，会出现部分场景还原的难度，但应在可控范围内。

拍摄时间预计：一周。

后期编辑要符合纪录片的特色，同时旁白要做到感情到位，这是其中比较困

难的地方。

总体拍摄可行。

10．项目内容

专题片开头用曲阜师范大学广播台“曲园之声”的开台引言引入，配合校内自

然人文的全景画面，校园内喇叭特写，西联教室处学生的身影远景，学生驻足聆

听的身影全景，学生欢笑的表情中近景，播音中的话筒特写，广播台设备特写等

几组镜头组合切换，在时长为15"的台头即将结束时，将画面淡化至广播台播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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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话筒，台头尾音隐去，将镜头拉远露出播音室正在播音的主人公中景，同期声

响起几秒后，解说词出现，主人公以第一人称自我介绍，后再次变成同期声，在

主人公播完新闻后，配合主人公认真收拾稿件，检查设备的身影，以近似"此时此

刻，我看着这些亲切的陪伴了我四年的设备，感到了许多不舍，我的脑中不由自

主的浮现出四年前的情景，我跟广播的缘分，就是从那时开始的…"的解说，将时

间拉回主人公四年前刚刚入学的时候。

专题片将分为“结缘”“蜜月”“疏离”“初心”“再见，《曲园之声》”五部分。

（一）结缘

1.初识《曲园之声》

情景再现:新生入学画面，主要拍摄校门处，西联处，行政楼喇叭特写，全景

为主。随着镜头虚化，出现校门处的远景镜头，机位设置在校门外的马路对面，

从太阳高照的中午拍摄到将近傍晚，用延时手法，在场景一开始，制造出画面静

止，人流快速变换的效果，这时主人公出现，镜头拉近，主人公身影要突出，镜头

要注意远近交替，人物虚实变更，着重表现人物面部特写，随后主人公进入校园

，镜头跟随主人公的步伐前进，遇到师姐，师姐的介绍，表现的流畅自然。解说词

配合解说，同时要注重同期声的收音。

场景人物，程小术，师姐A。

(解说词:程小术第一次知道曲园之声广播台，是在新生开学的那天，迎接他

的师姐带领他走过行政楼楼下时，师姐兴奋的告诉他，校广播台就在这栋楼里，

程小术看着这并不算起眼的楼，默默的把广播台记在了心里。)

情景再现：地点：校园小道上。穿着军训服装的主人公脸上还带着汗珠，但是

在听到广播后会随着节目内容的变化而产生不同的表情，收几组特写，同时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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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不同光线的场景。这部分主人公并不需要说话，而是由解说阐述主人公内心

的变化。这组镜头主要以特写和全景中景切换，注意不同时段场景的变化，淡入

淡出交叉，表现时间的更迭。

场景人物：程小术。

(解说词:第二次再听到它，是繁忙的军训结束后，带着一身疲惫从西操场走

回宿舍的路上，总会伴随着喇叭里播音员好听的声音，欢乐的，抒情的，可爱的，

深沉的，这些不同的声音日日响彻在耳边，成了程小术军训生活的一大调节。那

个时候，程小术就喜欢上了这个地方。)

情景再现：场景分两部分，宿舍和大学生活动中心的晚会上。

宿舍部分，主人公一开始在看书不愿意出门，而舍友与主人公对话引起其兴

趣，这一阶段尤其是舍友对话，要表现主人公的情绪变化，语气中由“不想去没兴

趣”的不情愿到最后“那快点走呀”这种急切的变化要把握住，宿舍的空间狭小，

主要用中景，注意人物对话时的镜头切换，表情特写。

场景切换至舞台，晚会标语，节目镜头快速切一组，穿插主人公认真期待的

特写表情，着重表现场景为晚会最后的广播台台委致辞，一群人一起喊出“用心

吐字，用爱归音，曲院之声，期待你的加入！”，主人公受到感染后的表情特写。

解说词适时响起，对主人公心情给予表达。

（解说词大致：再次感受到它的惊喜，来自于大学的第一场迎新晚会，程小术

不是一个特别爱看晚会的人，那天晚上，是舍友兴致勃勃的对他说"听说这场晚

会是广播台办的，每年的质量都很高，节目都很棒。"于是他也怀着期待去了，当

晚记住了那些洋溢着热情的台员们大声喊出的台标"用心吐字，用爱归音"，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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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能从大家喊出这八个字的声音里感受到强烈的爱，他觉得一个被这么多人喜

欢的地方，一定也是特别美好的。）

2.面试

既然已经喜欢上，程小术就大胆的报了广播台的纳新，广播台纳新现场全景

，程小术填写表格特写，虚化至面试排队的中景。

面试的过程以程小术自己的口吻讲述，配合情景再现，当年的他面试时在排

队等待中的紧张，进入面试房间内面对十几个师哥师姐的腿软，和克服不适尽力

发挥的更好的读稿件。

初试，复试，三试，重点表现复试，在复试中回答问题，阅读稿件的情景要现

场重现。

（大致的问题设置：为什么要加入广播台，对广播有什么了解，对自己的优势

阐述，喜欢什么类型的节目，读稿件。）

面试时着重表现主人公由紧张到放松，还要配合第一人称的解说词，“当时

刚面对这么多师哥师姐的时候，我真的紧张的腿软（笑），但是听了那些问题，我

就渐渐放松下来了，之前为了进这个地方，我做了很多准备工作，所以有了底气

，而且，师哥师姐们真的是很温柔的。在广播台面试的经历对我来说，是特别特

别值得纪念的，我觉得我从那个时刻就意识到，对所爱的东西，既然要去追求，

就要准备充分，结果，大家也看到了，我一直留到了今天。”

（二）蜜月

进入广播台后的日子是忙碌且充实的，程小术经历了为期一个月的实习期，

学习了怎样录音，怎样使用设备，怎样后期处理音频，怎样播放节目，怎样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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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是程小术进步最大，也是节目风格成型的一个重要阶段，要表现出主人

公认真学习，用心研究，虚心求教，努力做到最好的精神。

这段内容，着重表现主人公程小术学习使用台内设备录音的过程，这个场景

也要出现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就是程小术所在的播音三组的组长，他的直系师哥

成青（化名）。

程小术在广播台最尊重的人，就是师哥成青，成青是个很有个人魅力的人，

而且很热心，程小术通过面试后就被成青要过去，进入了广播台的播音三组。学

习制作节目时，成青给了程小术很多帮助，师哥给他最好的帮助，就是指导他在

保持原有的节目主题上创新节目，每个播音员都有自己的播音风格，怎样把自己

的喜好变成自己的节目风格，是小术从成青那里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

这段内容，对话不需要多，而是由程小术用自己的回忆的独白，带动情节的

发展，画面不需要很清晰，加入模糊的朦胧感，师哥成青的面容也不需要正面，

只是有一个高大的轮廓，进行几组情景再现就足够了。这段画面还要配合主人公

在当前时间线中进行回忆的镜头，突出感染力。

“我在广播台中最感激的人就是我的师哥，他真的是个很好的人，我觉得我

能够在四年的时间内不断进步，师哥真的给了我最重要的帮助。”程小术在广播

台内的台员照片墙处看着某张照片说，照片虚化。“我从师哥那里学到的最重要

的东西，就是做自己。师哥常说‘能在固有的规则上形成自己特色的节目才是真

正好的节目’，既然能进来广播台，能力是不需要质疑的，而怎样把能力化成真正

的成品，却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我很感激师哥在这个方面对我的指导，我听

到过不少同学夸过我的节目好听，那种时刻是最开心的，而其实每到这个时刻，

我会打心底里佩服师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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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插入段对师哥的采访。从师哥的口吻来讲述他这个师弟又是怎样的人。

第三人称讲述，“小术师弟是个很聪明的人，对新事物学的很快，后来我也发现，

那里除了天赋之外还有很多用心。那个孩子是个对一切都很认真的人，这样的人

其实不怎么让人操心，只要告诉他怎么样能做好，他会自己研究出最适合自己的

风格。”

（三）疏离

每个人对同一件事，尤其是一成不变的事情都会有一阵子的新鲜期，过了这

个新鲜期就会出现厌倦。这一阶段的主人公会用谈笑式的口吻阐述他是怎么经

历的那段难受的时光。

在厌倦期，曾经喜欢的一切都好像蒙上了灰暗的影子，日复一日的一样的工

作，在新鲜感退去之后也带上了一些烦躁，这是人心里的正常变化，主人公自然

也不例外，人都是喜欢变化的，程小术在将近一年的播音生涯中努力使他的节目

步入正轨，受到了好评。程小术在这样维持了一段时间后，忽然觉得他的兴致变

得低了起来，节目已经成型就不会轻易改变，而只能在小的栏目选题上微小变化

，这让程小术忽然觉得无味了起来，正值大一快结束的时期，学业上的事情增多

，舍友间的相处也出了些摩擦，这一切的不顺心，让小术对广播的兴趣忽然淡了

下去。也就是这段时间，小术不怎么去广播台报道了，平常天天都见的人忽然变

得很难碰到。

小术与广播台进入了疏离时期。

这段回忆采用采访方式，小术自己对着镜头说，画面自然的切过纷乱的事情

，这段内容的配乐要相对忧郁一些，把困难展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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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那段时期确实是挺难过的，感觉一瞬间，所有乱七八糟的事情都堆在

了一起，我的节目需要更新鲜的变化，学院里又有些无法脱身的事情，最糟糕的

是宿舍，像家一样的地方，有两个舍友忽然闹了矛盾，虽然不是自己，但是当做

是亲人相处的人这样天天冷战着，谁的心情也不会好。也就因为这样吧，那段时

间去广播台也少了，感觉对做节目的兴致都被这些糟心的事情磨没了，那个时候

真的想过放弃呢，还好后来我还是坚持下来了。”

（四）初心

重新找回初心，找回对广播的热爱，是这个小节的主要内容。其中起到重要

作用的还是是个成青，同时也是因为小术本身是一个认真负责的人，他不会真正

把他的节目扔到那里不管了，而对于喜欢的广播，小术在度过那段心情灰暗的时

期后，又迅速找回了跟广播初恋般的感觉，而且因为这段时光沉淀，让他更加珍

惜在广播台的一切。

在曲园之声找到了家的感觉，因为师哥和同伴们的帮助和鼓励，他找到了将

节目质量进一步提升的方式，也对自己在广播台内的工作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

有个更好的规划。

正因如此，程小术在广播台愈发展现自己的能力，并凭借优秀的广播能力，

与人交际的能力，不断地进步，在大四正式成为台长。

“我其实之前没有想过会成为台长，因为一直都是在努力做自己分内的事情

，不论是把节目做得更好还是与台里的小伙伴们好好相处，都是应该做的。能当

选台长，也是有一部分运气吧，我很感激同学们和老师对我的肯定，我会记住这

段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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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分内容主要包括节目创新，参办迎新晚会，主持校运动会，去济宁广电

实习等。为保证拍摄可行性，以校内可以保证拍摄的迎新晚会为重点。用这些事

例来展示主人公重拾初心的可贵之处。

（五）再见，《曲园之声》

这部分是最后的抒情部分，也是一个总结。

主人公程小术在结束了回忆后认真的起身将播音室的所有设备都检查了一

遍，每天播音结束后检查设备有没有及时关闭是已经养成了四年的习惯，最后一

次播音，程小术仍然一丝不苟。

离开这个词，在很多时候都是代表着悲伤，而程小术这次离开就几乎是不会

再回来的那样，毕业这个词沉甸甸的压在他的心上，他不愿意表现的多愁善感，

可是这舍不得的感觉是真的无法忽略。

这部分要表现程小术最后一期节目《再见，曲园之声》的内容，这期节目的与

专题片开头部分相呼应，用节目中的台词代替部分解说词抒发情感，渲染气氛。

需要提及的是程小术已经找到了一份在广播电视台的工作，他会用第一人称将

这个消息说出来，引出对广播台的感激，对播音的热爱。

程小术和播音的缘分始于曲园之声，却并不终于此，因为有曲园之声，他会成为

今天这样的人，而在未来的正式播音工作中，小术也一定会时不时想起如今这段

日子。

11．拍摄计划表

一至三天完成情景拍摄

第四天完成采访拍摄

第五天根据后期要求，进行部分补拍，及空镜头的采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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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期约三天

总计约8天。

致谢

    
完成毕业设计也意味着四年的大学生涯即将结束，有许许多多的舍不得都

在这个设计中表达了出来，做这个专题的初衷就是因为文中的那个主人公，其

实就是我与广播台的伙伴们的集合体，经过了一点包装，一点艺术的加工，就

成为了程小术，与广播台的缘分在这个夏天就要结束了，但是在这里工作的四

年，确实是一生都可以回味的美好。在这里要感谢袁梅老师对我的指导与给我

的意见，这篇设计能够完成也跟袁老师的教导分不开，感谢老师一直以来不厌

其烦的一次次指正，也感谢文学院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做出这样的毕业设计，大

学四年，在这样的一份答卷中结束，也希望自己能够在未来的人生中像这篇设

计中的主人公一样，找到方向，获得成功。

附录：               

专题片《音缘》—分镜头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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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 

号
景别 技巧 画面内容 解说词 音响

长

度

（

秒

）

备注

1 全景

摇镜头，缓

慢，以行政
楼为中心点

以行政楼为中心缓慢摇动，镜

头内包括路上行走的学生与校

内景观，西联大树下坐着读书

的学生，三三两两经过的人群。

2
中近

景
固定镜头

行政楼喇叭，行政楼下的花园，

广播台的小窗口

3 特写 推近 由远景推至行政楼喇叭特写

4 特写 淡入 由喇叭特写淡入成话筒特写

5 近景 拉远
由话筒特写渐渐拉远，渐渐显

现出主人公近景

环境音

音响为《曲院

之声》的开台
标头，注意

采音时在室

内外不同的

声音效果，
后期根据镜

头处理。

6 中景 静止 主人公正在认真播音的身影 同期声

25

7 全景 拉远

缓缓后移将播音室全景展现出

，机位在主人公斜后方，画面静

止

我叫程小术，是曲园之声广

播台的台长，同时也已经是

一个大四的学生了，今天这

期节目，是我在《曲园之声》

做的最后一期节目，我和曲

园之声的缘分始于播音，也

将终于播音。这是我对广播

台的最后的精心告别，我要

用最出色的状态，给我和这

个地方的缘分画上一个圆满

的句点。

同期声 15

声音现场采

录，有感染

性，程小术

这期节目的

名称是《再见

，曲园之声》

8
近景，

特写

切换至主人

公侧边近景

，最后切特

写

几组主人公不同角度播音的镜

头，左右侧和斜后方，正前方分

别取镜组合。最后一组镜头特

写主人公将调音台按钮拉至关

闭的位置的手的动作。后期将

画面速度线拉慢。

指针的

音效，配

合同期

声

5

制造时间快

速流动的效

果，最后主
人公“感谢你
的收听，再
见。”尾音落
下后，指针

声停止。

9

全景，

中景，

近景，

特写

静止，同比
切换，由远

到近，至特
写，缓缓移

至脸部特写

主人公将话筒慢慢推远的全景

，切主人公坐着不动的背影中

景，切从主人公肩后斜上方角
度拍摄主人公与调音台近景，

切主人公手在调音台上轻抚而

过。

镜头随着主人公的胳膊慢慢移

至主人公正面脸部特写，主人

公闭着眼睛，睫毛微颤。

15

10
特写，

全景

淡化至黑屏

，画面淡入，
跟镜头，特

写慢拉至人

物全景。

主人公与师姐两人走至行政楼

下停下脚步，镜头慢摇高，静止

至行政楼全景。

我第一次听到《曲园之声》这

个名字，是在新生开学的那
天，接我的师姐带着我走过

行政楼时兴奋的告诉我，校

广播台就在这栋楼里，带着

对广播的好奇，我认真的把

这个地方记在了心里。

鸟叫虫

鸣，开学

时略微

嘈杂的

环境音

混合在

一起

25

在上个镜头

开始慢慢淡
出时，解说

词就响起，

作为两个镜

头间的过渡

。音响作为

背景音不能
盖过解说词

，起调节氛

围的作用。

11
全景，

中景

跟镜头，取

傍晚的军训

结束的镜头

，三四天分
别拍摄，天

气光线不同

，但是景别

角度大致相

同，随着解
说词自然切

换。

主人公行走的镜头变换，穿着

军训服，脸带汗水，但充满笑容

，随着广播的声音变化，表情变

化。

第二次再听到它，是繁忙的
军训结束后，带着一身疲惫

从西操场走回宿舍的路上，

总会伴随着喇叭里播音员好

听的声音，欢乐的，抒情的，

可爱的，深沉的，这些不同的

声音日日响彻在耳边，成了

我军训生活的一大调节。那

个时候，我就喜欢上了这个

地方。

同期声 30

同期声3``后
淡出，解说

词响起

12 中景

宿舍内景，

宿舍里本来在看书的主人公，

再次感受到它的惊喜，来自

环境音，

40

注意解说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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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止镜头，

双机位切换

被舍友叫去看晚会，主人公一
开始不愿意，后通过对话，知道

这是广播台的，情绪由不愿意

变为急切出门去看。

于大学的第一场迎新晚会，

其实我不是一个特别爱看晚

会的人，那天晚上，是舍友兴

致勃勃的跟我说"听说这场晚

会是广播台办的，每年的质

量都很高，节目都很棒。”我
也是那样才知道原来这场晚

会是广播台办的，当然也就

急冲冲的去了。

两人对

话

的停顿，与

同期声配合

。

13
全景，

中景
定机位

晚会尾声，主持人和台员谢辞，

程小术看着台上的身影的表情

，听到那些人一起喊出八字后

的表情特写。

那天晚上，我记住了那些洋

溢着热情的台员们大声喊出

的台标"用心吐字，用爱归音

"，我觉得，能让这么多人在

这八个字里投入这么多感情

的地方，一定也是特别美好

的。

15

这段背景音

乐要激昂些

。

14 全景

淡化至黑屏
，由音效带

出画面，淡
入。摇镜头

将百团大战的全景收一个，然

后从左至右，将社团招新的画

面扫过，定格至广播台的招新

摊位前，拉远，露出主人公的身

影。

音乐要有急

促感，表现

人物内心的

心情

15
中景，

特写

切换至主人

公正面机位

以广播台摊位的视角将主人公

的身影拍摄下来，下一镜头特

写眼神，紧紧抿着的嘴唇。

环境音

16 特写

黑屏切换至

主人公的手

，虚化

主人公在报名表上填写个人信

息的手和笔尖

在纸上

写字的
音效，环

境音

20

嘈杂的环境

音平降低，

突出写字音

效，随画面

淡出

17 中景
虚化至中景

，淡出

主人公在广播台面试当天排队

的身影，被喊到名字后一瞬间

挺直的背影。

我还记得当年面试时候那么

多的人，我看到的时候就觉

得压力特别大，虽然之前做

了不少准备，但是看到这么

多竞争者，还是会有些许的

不自信。
画外音：“下一个，程小术！”

环境音 10

喊主人公名

字后画面黑

屏

18 全景
以主人公视

角摇镜头

程小术的对面一群主考官，切

程小术握紧又松开的拳头，滚

动的喉结。

同期声，
台词 5

19 近景
静止双机位
切换

主人公开口问好，主考官发言，

面试情景模拟。
台词 52

问题大致：为

什么要加入
广播台，对

广播有什么
了解，对自

己的优势阐

述，喜欢什

么类型的节

目，读稿件。

20 特写
黑屏，淡入，

特写

程小术收到了短信，“恭喜你通
过了面试，正式成为广播台的

一员。”

当时刚面对这么多师哥师姐

的时候，我真的紧张的腿软（

笑），但是听了那些问题，我

就渐渐放松下来了，之前为

了进这个地方，我做了很多

准备工作，所以有了底气，而

且，师哥师姐们真的是很温

柔的。在广播台面试的经历

对我来说，是特别特别值得

纪念的，我觉得我从那个时

刻就意识到，对所爱的东西，

既然要去追求，就要准备充

分，结果，大家也看到了，我

一直留到了今天。

音效 8

手机屏幕拍
摄将手机产

品标志隐藏

21 特写 交叉淡化
手机画面变为四年前新生联谊

会的照片

22

全景，

中近

景

静止镜头，

全景切中近

景

广播台内部新生联谊晚会部分

画面组合，主人公看节目开心

的笑容，主人公笑容满面的脸，

与周围人快乐的交谈的画面，

回忆结束淡出。

我就这样留在了广播台，新

的开始，新的挑战，我很喜欢

。说到这里，我要提及一个人

，一个令我受益匪浅的人。

环境音
25

背景音乐要

活泼明快

23
近景，

全景

回忆中的晃

镜头不用很

精准，虚化。

程小术在广播台内的台员照片

墙处看着某张照片，照片虚化。

画面虚化至录播室里师哥教程

小术怎样使用机器。

切情景设置里，同学夸奖程小

术的画面。

我在广播台中最感激的人就
是我的师哥，他真的是个很

好的人，我觉得我能够在四

年的时间内不断进步，师哥

真的给了我最重要的帮助。

我从师哥那里学到的最重要

的东西，就是做自己。师哥常

说‘能在固有的规则上形成自

有同学
的夸奖

的同期

声，效果

要做混

响，跟解
说词配

合。
60

这段回忆不

用很清晰的

画面，后期
处理成半模

糊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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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特色的节目才是真正好的

节目’，既然能进来广播台，
能力是不需要质疑的，而怎

样把能力化成真正的成品，

却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我很感激师哥在这个方面对

我的指导，我听到过不少同

学夸过我的节目好听，那种

时刻是最开心的，而其实每

到这个时刻，我会打心底里

佩服师哥。

24 特写 静止 程小术的笑容 环境音 3

25 中景

交叉淡化，
师哥成青的

采访

师哥成青的采访，在宽敞明亮

的地方。

小术师弟是个很聪明的人，

对新事物学的很快，后来我

也发现，那里除了天赋之外

还有很多用心。那个孩子是

个对一切都很认真的人，这

样的人其实不怎么让人操心

，只要告诉他怎么样能做好，

他会自己研究出最适合自己
的风格。”

20

26 远景

切校园风景

和广播台全

貌，行政楼
外观

一组空镜头，表现春去秋来的

时间变化。由校园内风景的时

令变化，最后切广播台

27
远切

近景
静止

广播台内，小术的身影切小术

紧蹙的眉头，光线昏暗

28 中景
黑屏出画面

，静止

小术的自述，采访式，在现在的

时间线谈笑说一说当年的

随着时间的流逝，程小术也

遇到了与广播之间的“七年之
痒”，一年的时间过去了，小
术跟广播台慢慢疏离了

部分环

境音
20

背景音乐忧

郁

29
全中

近景

一组镜头切

换

情景模拟舍友吵架，小术在校

内匆匆行走的身影，老师讲课

的身影，最后放在小术略显疲

惫的脸上。

其实那段时期确实是挺难过

的，感觉一瞬间，所有乱七八

糟的事情都堆在了一起，我
的节目需要更新鲜的变化，

学院里又有些无法脱身的事

情，最糟糕的是宿舍，像家一
样的地方，有两个舍友忽然

闹了矛盾，虽然不是自己，但

是当做是亲人相处的人这样

天天冷战着，谁的心情也不

会好。也就因为这样吧，那段

时间去广播台也少了，感觉

对做节目的兴致都被这些糟

心的事情磨没了。那个时候

真的想过放弃呢，还好后来

我还是坚持下来了。

60 同上

30 中景
师哥按着小术的肩膀给予鼓励

。

当然，还是多亏了没有放弃

我的师哥和同学们。我很感

激，他们让我找回了初心。

31 远景 空镜头 天气由阴边晴，乌云散去。

32 中景 跟镜头

小术再次走在去广播台的路上

，阳光照在他身上，他带着笑容

，阴霾已经过去。

环境音，

鸟叫

20

33
全中

近特
一组镜头

在一切重回正轨之后，小术的

热情工作的画面，小术与同学

开心交谈的画面， 
8

34
全中

近特
一组镜头

小术与同学一起规划迎新晚会

的画面，忙碌的准备工作，和晚

会如期开办的开心，在晚会结

束时的感动。

音乐变的明

快起来

35 特写 静止 特写黑板上换届选举几个字
画外音“又到了换届的时候了
”

环境音 音乐淡出

36 近景

一组镜头，

在掌声中淡

出。

选举时小术的演讲，选举唱票，

公布结果。小术当选台长，大家

的鼓掌。

我其实之前没有想过会成为

台长，因为一直都是在努力

做自己分内的事情，不论是

把节目做得更好还是与台里

的小伙伴们好好相处，都是

应该做的。能当选台长，也是

有一部分运气吧，我很感激

环境音 15 郑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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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和老师对我的肯定，

我会记住这段时光。

37 全景

黑屏淡入，

再淡出至黑

屏

广播台窗口处的采同一机位景

别不同时刻不同天的镜头，后

期调整

时钟滴

答音效
5

38 全景
淡入，旋转

镜头

播音室全景，播音室的设备扫

过一遍，程小术站在房间中间

环顾的视角

程小术在结束了播音结束后

认真的起身将播音室的所有

设备都检查了一遍，每天播

音结束后检查设备有没有及

时关闭是已经养成了四年的

习惯，最后一次播音，他仍然

一丝不苟。

寂静的

脚步走
动的声

音

10 无背景音乐

39
中景，

全景

回忆，镜头

逐渐拉远，

人物虚化

程小术回忆去年与师哥告别的

画面，师哥拍了拍他的肩膀并

没有说话，然后是提着行李远

走的背景。

时间真的过得很快，与师哥

成青分别的画面仿佛就在昨

天，今天就轮到我了。毕业这

个词，大一没觉得有什么，只

有到了这个时间，才能感觉

到真的真的很舍不得，一些

人一些事，不能跟随自己一
辈子，就只能放下，放在心里

想念着。

40 全景 静止

小术站在广播台的门口最后一

次望着这些机器，然后回头把

等关上，切黑屏。

一直很感谢这个地方带给我

的改变，我先在已经找到了

一份广播电视台的工作，也

是多亏了在这个地方的历练

，但是再多的不舍还是要分

开的，再见了，曲园之声。愿

你越来越好，祝我一路顺风。

关门声

41 全景
黑屏淡入，
一组镜头

从前面的镜头素材中选取主人

公不同表情的画面组合，所有

的心情，和一些空镜头配合，做

一组总结。最后画面定格至主

人公看着广播台的背影上。淡

出。

离别的音乐

，

例如《祝你一
路顺风》

画面渐渐淡

去，尾音淡

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