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ploration on the University Integrating 

Media Talents Practical Ability Training 

Mode in the era of Intelligent Media 

Xijing Zhang1 

1School of Communication, Xijing University,Xi’an Shaanxi,710000,China 

Email: 10609226@qq.com 

 

ABSTRACT 

With the changing of media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e media structure, production mode 

and communication mode of news communication industry have also undergone a subversive 

change, which is experiencing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single media mode to integrated 

information production, from news communication to public communication. "Intelligence", 

"Convergence Media", "Compound", "Cross-border integration" and "Versatility" have 

becom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alent demand of media industry. Focusing on the cultivation of 

practical ability of integrated, compound and application-oriented Media Talents in the era of 

intelligent media, following the concept of "demand orientation, University-Media 

collaboration, platform driven and mode innov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lements of the  

ability of the University Applied Media Talents in the era of intelligent media, and puts 

forward the ideas and methods for the co-operation model of university with the media studio  

practical ability training mode. 

 

Keywords: Intelligent media, Integrated media, Practical ability, University-Media 

collaboration 

 

随着媒介生态环境的变化，新闻传播业

的媒体结构、生产模式、传播方式也发生了

颠覆性变革，正经历着由单一媒体模式向融

合信息生产、从新闻传播到公共传播的转

型。“智能化、”“全媒体”、“复合型”、

“跨界融合”与“多才多艺”成为传媒业人

才需求的特质。本文聚焦智媒体时代融合

型、复合型、应用型传媒人才实践能力培养

这一核心关键，遵循“需求导向、校媒协同、

平台驱动、模式创新”的理念，分析了智媒

体时代高校应用型传媒人才能力构成要素、

提出了校媒协同的工作室实践能力培养模

式建构的思路和方法。 

顺应行业变革发展需要、突出实践能力

培养是应用型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关键与

核心。新媒体技术的迅猛发展，催生媒介融

合不断深入，智媒体是媒介融合发展的新阶

段，是信息传播与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合的

体现。智媒时代，人机协同将成为时代潮流，

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VR/AR等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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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媒体时代重要的技术标志。随着媒介生态

环境的变化，新闻传播业的媒体结构、生产

模式、传播方式也发生了颠覆性变革，正经

历着由单一媒体模式向融合信息生产、从新

闻传播到公共传播的转型。“智能化、”“融

媒体”、“复合型”、“跨界”与“多才多

艺”成为传媒业人才需求的特质。新闻传播

业态的深刻变革，对传媒人才的培养目标、

能力结构、培养途径与模式提出了新要求。

而高校应用型传媒人才专业实践能力培养

却普遍存在专业能力要素不明晰、实践教学

内容体系不合理、实践保障体系不完善、教

学模式落后等问题，使专业实践能力培养跟

不上时代，落不到实处。建构什么样的培养

体系，搭建什么样的平台才能支撑、保证传

媒人才的培养质量？这是新时代给应用型

高校传媒人才培养的重大命题。 

一、智媒时代高校新闻传播人才实践

能力培养面临的挑战 

（一）能力培养目标与智媒融合发展不相

符 

以新技术、多媒体、多渠道、全方位、

多层次为传播特征的智媒体时代，对从业者

的能力素质提出了新要求。传统的高校新闻

传播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业界标准之间存

在着不可忽视的间隙，智媒体融合对传媒从

业者的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智媒体技术应

用能力，人机协同能力等都应该成为智媒体

融合时代应用型传媒人才所具备的必备能

力，高校新闻传播专业的核心业务能力是什

么，需要根据行业变革现状与发展趋势首先

进行研究与界定。 

（二）实践教学内容体系与行业岗位需求

不适应 

能力培养不仅是一个系统工程，且是一

个循序渐进式提高的过程，应贯穿专业教育

的全过程。传媒类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学科

导向设置痕迹重，实践教学课程设置形式

化，缺少从行业——职业——岗位需求出发

进行系统性、体系化的教学设计，教学内容

与职业岗位要求有差距，理论教学与实践教

学脱节，教学与实际运用脱节，学生行业岗

位适应能力差。 

（三）实践教学保障条件弱，培养模式落

后。 

专业实践能力的培养需要有相应的平

台、制度体系做保障。学校与行业协同联动

是传媒人才实践能力培养的重要路径。然

而，在校企协同共建保障上依然存在着一些

典型的问题：如高校在保障体系建设上系统

化的顶层设计不够，校内实践平台与能力培

养目标不匹配；校外实践平台，资源零散、

层次不一、管理松散；校内平台与校外平台

没有统一规划与管理机制，资源配置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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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低，内外联动弱；校企合作上缺乏双赢

与有效的合作机制，协同育人效果差；实践

训练模式与方法落后，成效差等。虚而散的

实践教学平台和落后的培养模式，不能有效

支撑、保障实践能力培养，降低了能力培养

目标的达成度。 

二、智媒体时代高校应用型传媒人才

能力构成要素分析 

面向智媒体时代的高校融合应用型传

媒人才培养要具有未来视野和跨界理念，在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引领下，致力于服务地

方经济社会发展，从培养“职业传播人才”

向培养“公共传播人才”转变，能力培养上

面向“基于价值引领+公共传播+行业需求导

向+技术赋能+面向未来核心竞争力”的融合

探索，寻求人才培养技术逻辑与人文价值逻

辑的平衡，培养面向未来的关键能力。 

 

图 1 智媒体时代应用型传媒人才能力构成 

应用型传媒人才首先应具备厚实的专

业基础能力，包括正确的政治辨别能力、语

言表达与沟通协作能力、社会调查与研究能

力、批判思维与持续学习能力。正确的政治

辨别能力就是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

政治立场，讲政治，有大局意识和责任担当，

坚守新闻价值引领，坚守马克思主义新闻

观；其次要具备智媒体融合传播所需的“策

划——采写——编辑制作——传播运营”的

全流程策划与内容生产能力、新媒体技术应

用力、多渠道运营与品牌传播力。新媒体技

术应用能力包括熟悉智能媒体的运作规律

和操作原理，能使用基本的智媒媒体技术，

掌握数据分析与信息可视化的能力，具备人

机交互协作能力。第三，要具备面向公共传

播所需的公共传播与社会对话力、跨界融合

发展力、创新创业能力。应用型传媒人才既

要具备熟练运用各种新媒体技术的能力，又

要擅长多形态产品的内容生产，精通各种介

质渠道的融合分发；既要具备面向专业媒体

的职业传播能力，又要具备面向社会多元领

域的公共传播能力，能力要求趋向融媒体、

复合型、跨界与“多才多艺”。 

三、校媒协同的工作室实践能力培养

模式建构 

要实现智媒体时代的融合应用型传媒

人才实践能力培养目标，就要打破传统观

念，在跨界融合思维下，遵循“需求导向、

校媒协同、平台驱动、模式创新”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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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准抓手，积极推动“校媒协同”的能力培

养模式探索。 

工作室项目化教学模式是在“为基层媒

体和文化产业机构培养具有创新意识的融

合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统领下，以“工

作室”为平台，以“校媒（企）联合”育人

为途径，以“课程模块化改革”为核心，以

“项目化”教学为手段，突出传媒类专业人

才培养的“三个迁移”，即从“以教师为中

心向以学生为中心”迁移，“以知识传授向

能力培养”迁移，“以成绩为导向向以成果

为导向”迁移。 

 

图 2 校媒协同的工作室实践能力培养模式 

（一）重构与应用型传媒人才能力结构相

适应、面向行业岗位需求的专业实践能力

培养体系 

1.以行业岗位要求为参照，重构专业课程模

块。 

按照“行业＋职业＋专业”模式，逆向

设计，围绕人才培养目标，对应能力培养结

构，构建基础业务模块、影像制作模块、新

媒体技术模块、创意策划模块、推广运营模

块多个课程模块。每个课程模块由 3-5门课

程组成，基础业务模块与专业基础能力相对

应，影像制作模块、新媒体技术模块、推广

应用模块与专业核心能力相对应，创意策划

模块与专业拓展能力相对应。模块化的课程

体系设计使得实践能力培养最大限度实现

情景真实化、内容真实性、过程真实感，理

论与实践结合，与智能融媒体时代传媒业发

展需求高度契合。 

2.内外结合，建立循序渐进的实践能力训

练体系。 

教学计划内，设计从“单项能力训练的

课程实践、到多项能力训练的模块实践、再

到综合能力培养的毕业实践训练”“三层次”

实践能力训练环节。教学计划外，以真实项

目为依托，对接行业特定需求，开展个性化、

定制化、定向式培养，实施“人才培优”计

划。建立的“点-线-面”三层次循序渐进的

全员实践能力训练体系和面向特定需求的

“人才培优计划”，把课内面向全体培养与

课外“人才培优、定向培养”有机结合，较

好解决了面向全体培养、个性化培养、合作

企业人才特定需求培养三者之间的多元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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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搭建校媒协同的实践能力保障平台 

实践应用能力的培养需要有相应的平

台做保障。一是实验平台，二是实践平台。 

1.建设融媒体仿真实验中心。 

实验平台建设上，统筹整合分散的专业

基础实验室（摄影摄像、非线编、虚拟演播

室）、校园媒体，通过“云平台系统+本地

服务器”的搭建，按照媒体融合生产传播全

流程需要，建设融媒体仿真实验中心，实现

“策、采、写、编、评、播、传、运”一条

链的媒体融合全流程、全终端、全渠道的业

务仿真实践。 

2.模拟媒体和文化产业机构组建系列化传

媒工作室。 

以应用型传媒人才能力构成要素为依

据，以行业岗位能力要求为牵引，突出智媒

体融合特色，选择管理机制灵活、技术水平

高、支撑专业能力培养的媒体机构或文化传

播机构，校媒协同，以项目为牵引，组建不

同方向定位的传媒工作室，如融合报道工作

室、短视频制作工作室、数据可视化工作室、

新媒体运营工作室、品牌设计工作室等。工

作室由校媒（企）联合教师团队做指导，师

生共同并运营自媒体，定期开展培训、沙龙

和创新创业指导与实践，开展模拟项目及真

实项目实践，校媒双方通过共建课程、师资

培养、实践教学、实体项目等实现协同育人。 

（三）完善实践应用能力培养的工作机制 

1.建立校媒（企）协同育人的工作机制。 

校媒（企）协同育人涉及到学校和媒体

（企业）两个方面，需要双方持续有效的沟

通协调，解决执行过程中的问题，校企共建

专业指导委员会是工作室项目化教学模式

推行的最高领导机构，委员会人员涵括院系

负责人、学科与专业负责人、媒体（企业）

负责人和校媒（企）双方业务骨干，制定工

作章程、管理办法，工作流程，统筹校内外

实践平台的协作运行和校内外资源的开发、

管理、配置，审定培养计划，实施教学监督

与评价等。 

2.建立工作室与专业实践能力培养体系的

对应机制。 

建立了“课程模块——工作室——职业

岗位”一一对应并高度一致的关联机制。工

作室是实践教学的“中枢”，按照功能定位

对接负责课程实践及模块实践。工作室教师

团队即为各模块课程授课教师。教师团队根

据职业岗位需求制定课程教学目标，教学大

纲。集中实践训练均依托工作室平台开展项

目化教学，工作室教师团队根据课程模块制

定项目实践方案，指导学生完成实践任务。

学生在传媒工作室轮训的过程，是与行业实

际工作相对应、是媒介产品传播全过程所需

的“记者编辑”、“影像制作”、“宣传策

划”、“推广运营”等职业岗位实践能力模

拟训练的过程。 

工作室与课程模块对接，课程与项目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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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具体教学执行过程中，教师和学生实现

身份转变，不再是师生关系，而是“工作”

关系，任课教师为项目总监，学生为项目组

成员，成员之间合理分工协作，课程教学以

“编辑部”、“摄制组”、“策划团队”、

“项目组”等形式开展。 

以工作室为主体，实施校媒（企）联合

的定向式“人才培优计划”。经过一到两个

模块实践的学生，选拔优秀者，以真实项目

为依托，对接媒体（企业）特定需求，校媒

（企）共同制定培养计划，开展个性化、定

制化、定向式培养。对接行业，实施订单（定

向）式培养。 

在校媒（企）共建专业指导委员会的全

面统筹下，建立的“传媒工作室+融媒体仿

真实验中心”专业实践能力培养保障平台和

校媒协同的工作机制、工作室与实践能力培

养对应的工作机制，使得和校内外资源在协

同工作中充分发挥效能，解决了传统资源平

台“虚而散”的问题，形成对能力培养强有

力的保障与支撑。 

（四）实施基于工作室的项目化教学改

革。 

以项目任务为驱动，统筹课程内容、教

学方法和考核方式，实施项目化教学改革。

工作室项目化教学模式具有以下特征：实施

的主体平台是教师负责制的项目工作室或

模拟公司；课程的教学内容对接岗位能力实

施模块化、项目化改革；教学方法上以建构

主义教学理论为基础，以任务驱动法、模拟

情景法、PBL 小组合作式教学法、项目教学

法等为主要形式；课程考核打破传统试卷考

试以多元化方式开展，从结果考核转向过程

考核与结果考核并重；教学评价上，建立起

学生互评、教师评价、行业评价的多维度评

价体系。 

1.内容设计项目化。 

依托工作室充分结合媒体（企业）的真

实项目，进行课程内容设计，每门课程设计

若干相互关联的单元项目和整体项目，单元

项目注重职业岗位链条中“点”的实践训练

和单项能力的培养，整体项目注重职业岗位

链条中“全过程”的实践训练和较为综合的

能力培养。师生通过共同实施和完成一个或

若干个基于项目的教学单元，从而把握课程

教学每一个环节的基本要求和重点难点。单

元项目与整体项目之间存在必然联系，单元

项目是整体项目各环节能力要求的内容分

解，通过教师自拟项目、竞赛项目，培养学

生完成整体项目的每一个环节所需的知识、

能力与素质。整体项目设计上，以竞赛项目、

企业（媒体）的实体项目为主，是对学生完

成一个完整的工作链条所需知识、能力、素

养的综合训练与培养。 

2.教学过程仿真化。 

校媒（企）教师共同承担课程教学与项

目指导，基于项目实践的教学过程仿真实际

工作执行，往往依照“项目任务下达——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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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讨论——计划制定——项目实施——项

目汇报——检查评价”的流程开展，教学方

法基于小组协作，以案例式、讨论式、PBL

式、情景模拟式等为主。 

3.课程考核多元化。 

以能力培养为导向，突出成果意识，实

施多元化改革，从结果性考核转向过程性考

核和结果性考核并重，从知识性考核转向能

力型考核。过程性考核包含学生学习纪律与

态度、课堂表现、小组合作表现、单元项目

成果、课堂测验等众多环节，终结性考核以

作品代替试卷采取社会调研报告、策划方

案、专题文案、现场答辩、项目作品等形式。

考核由小组互评、教师考评、行业考评三部

分构成。终结性考核要求作品达到行业制作

水准和刊播要求，并通过新媒体平台予以推

广，将作品的阅读量、转发量和评论量作为

考核的指标之一。 

统筹课程内容、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的

工作室项目化教学改革，集知识、能力、素

质培养于一体，以学生为中心，突出成果导

向，使学生在模拟真实工作环境的项目任务

完成中得到行业所需的实践能力训练，较好

解决了人才培养中实践教学环节开展不扎

实、实践教学模式落后的问题。 

结语 

智媒时代高校应用型传媒人才培养，要

具有未来视野和跨界理念，培养扎实的专业

能力和面向未来的关键能力，要积极推进校

媒协同育人，深化教学改革，创新教学方法，

以实现“精准化、个性化、培优化、协同化、

思辨性、创造性”的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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