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韩新媒体学院电影学 2016 届毕业生毕业设计中期检查结果通报

一、有条件合格作品

序号 作品名 组员 影片存在的问题 备注

1 Ink show 卢梦圆、雒思超、

雷青阳

水墨效果不足，缺乏节奏的动感和层次；水墨感欠缺，心形画面突兀，内容空泛；红

蓝线条、心形与水墨不搭，主题不明、怪异，墨的美感没有体现;心的部分太过 LOW,

水墨画和桃心从颜色到形态都不搭；主题不够明确;

It is interesting concept that showing with live performances. It will be good

with BGM(background music).Need more artistic motion graphics and realistic

animation in the scene.

2 财味热干面 郭妍、王钰晨、石

峰

固定镜头采访过长，内容过于单调、乏味，采访内容没有重点，画质不统一；采访镜

头过于单一，制作工序可以添加解说词；内容过于单调、乏味，采访内容没有重点；2、

配音与画面内容无关；3、工序说明要精准；4、作料的时候，需打光，注意画面的美

感;想仿照《舌尖》，但是就拍摄技巧而言，构图和色调需要改进的空间还有很多。采

访内容和机位太多单一冗长，要懂得声话结合，配音太多，杂音也太多;画质劣化和视

频里麻点太多，采访的时间太久且较无聊。如果采访的时间过长，就在采访的中间加

点 INSERT 画面，并且希望利用照明重拍。太暗以至于不能很好的传达给观众纪录片想

要呈现的东西。

Color Correction & Audio Edit needed. Need more well planned storylines and

camera angle shots. With Interview scene, too long and lack of insert shots.

it looks boring.

3 周黑鸭广告 陈洁、崔璐晨、陈

章

内容表达不清，缺乏叙述，商品性不凸显；画面风格表现不够，内容欠缺；创意尚可，

但表现不足；2、画面表达欠缺创意不错，但是代入感和感染力不强，建议拍摄时多选

择场景有特定指向性的地方，这样让观众会觉得更有诚意；调色；



It is too simple.

I couldn't find any hard work on this.

4 王阿姨的故

事

顾楠 人物正面和特写镜头缺乏，劳动镜头过于杂乱、冗长；字幕、配乐，；1、采访过长，

背景单一；2、人物记录，稍显扁平，不够立体。拍摄了很多王阿姨的工作场景，看得

出来确实用心。但是很多镜头都是作为第三方时间观看的，希望多一些细节的拍摄，

采访的时候过于拘谨，希望能找到再自然且感人的状态放进去。실내장면에 Grain이

많다.사운드가툭툭끊겨집중도에방해를준다.인터뷰가길어지루한편이다.

Color Correction & Audio Edit needed.

It looks good the lady interview scene with insert cut.

But the scenes that she is working, it is too long. It looks a little bit boring.

Hope there were more different camera angles and well planned cuts in the scene.

5 末路 张铭旭、刘泽浩、

聂静、郭露、张曦

情节表述不清晰；两个女生的故事未交代清楚；1、台词需调整，不符合对白。如：“你

杀人了，你杀人了”2、故事略拖沓，需调整。镜头尽量精简，比如拍摄从车里到车外

的镜头，过度的时候跳过车窗，就可以缩减剪辑的较好，但是打架的画面有点不尴不

尬，但是幸亏在暗的地方没有麻点。

Color Correction & Audio Edit needed. Need to edit a little bit on the story

line. Nice transition on some scenes.

6 奶奶 李佳璇、乐思嘉、 1、人物记录较散；2、能明白用意与真情，但画面未能表达；3、画质不好

7 寻侠 周祎、马帅 完成度低，中间黑屏过多；字幕配音等；1、完成度低；2、动作设计与节奏僵硬配音+

字幕；一声长叹….；

Need Audio. Need to build strong story line. Need to add Special Effects.

8 江城武汉 邵贝、余维新、王

淑芳、景宏宇

与城市宣传片的定位尚有距离，规格较小；对武汉的挖掘不够，认识较浅；配乐有待

商量，虽然陈绮贞的歌很好，但跟主题不符。片子拍得更像是小清新的 MV，所谓江城

武汉，既是突出江城的特色，但是没有看出江城不说，连武汉的特色都没有看出来。

更像是一日游记。프로젝션을 통한 실제 퍼포먼스가 조합되어 본다면 기대할만하

지만 Background만 가지고 평가하는 것에는 무리가 있다. Sound도 필요해 보인



다.

It looks good with introducing famous places in Wuhan. Hope there are more

information about each places. Need to polish more for each scene.

二、不合格作品：

序号 作品名 组员 影片存在的问题 备注

1 小熊家热可

可咖啡

乔净美 目前完成度还不够，眼球太多可能会让观众有不适的感觉，除了技术也要多考虑画面

的美感；需加快进度；完成度不够；画面需调整。

It is not done yet.

2 Graduation 周宇佳、陈洋洋、

彭婕、曾争

导师要求重拍

3 投影仪广告 陈幸、邓睆、赵文

江、杨亦帆、殷桃

表意不明，无关内容过多；画面杂乱，主题表现不明；与之前文案不符，主题不明确，

商品未突出；画面部分镜头抖得有些厉害；拍摄的时候记得打光不知道是什么…..

I don't get it. Need to redo whole project.

4 茶想 王玥 主题表达不明确，镜头缺乏连贯性；

画面光晕刺眼，创意表达不明，黑衣人是想泡她还是入室盗窃？；

1、主题表达不明确；2、色调有问题

故事结构过于简单单一，剪辑上有些部分没有剪干净，很容易跳戏

希望不要用质量差的滤镜，不知道讲的是什么，CG 的水准很低。

Color Correction & Audio Edit needed.

Story line is too simple.

Need to redo the storyboard.

画面构图、人物服装、道具应该统一



检查结果为“有条件合格”的有 8部作品，同学须及时找导师修改作品，其毕业作品需通过教研室导师组集体评议方能得到毕业设

计课程学分。在作品修改期间，如无故缺勤 1次及以上，或态度散漫，毕业设计成绩计为“不合格”。

检查结果为“不合格”的有 4部作品，毕业设计暂记为“不合格”。须在毕业答辩以前重修毕业设计课程，其毕业设计作品需经

过教研室导师组集体评议方能通过，且毕业设计最终成绩不得高于 70 分。

请各位同学及时与导师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