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缤纷社团 各显其能
浦东新区中小学生优秀影视社团展示

上海市浦东新区六团中心小学

上海市群星职业技术学校

社团：童心之声影视配音社

社团：
群星影视制作社

童心之声 童梦飞扬

影视制作 群星闪耀

六团中心小学的童心之声影视配音社，通
过对国内外经典影视作品的观摩和欣赏，引导
学生对影片进行原音重现，启发学生二次创作
灵感，尝试用不同的方言进行配音或进行创意
配音等。学生在社团活动中了解、体验了经典
影视配音与动画配音的各种方法，通过影视配
音社团的锻炼，接受了艺术的熏陶，提升了创新
能力。社团学生的配音作品《小兵张嘎》，在
“2016 年上海市中小学生红色主题经典电影配
音大赛”中荣获银奖。

群星职校的群星影视制作社成立于 2010
年，聚集了一批电影爱好者，主要成员都是动漫
专业的学生。社团分编导部、拍摄部和制作部 3
个部门，所有成员都经过专业的培训与考核，曾
为校内外的活动制作了大量的微电影和宣传短
片，其中微电影《我是一名消防兵》获“军歌嘹
亮 军旗飘扬”上海市中小学生纪念中国人民解
放军建军 90 周年微电影制作项目一等奖。

上海市实验学校
社团：
影视衍生品 DIY 社

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第二小学
社团：魔法之声社

魔法之声 精彩无限
周浦第二小学的魔法之声社带领学生探究
影视剧中声音的秘密，开展了《声音的秘密》
《拟
声我来试一试》等有趣的社团活动课程。学生们
利用生活中常见的物品，
模拟出踏步声、
炒菜声、
马蹄声、流水声……通过这种有趣的方式，学生
们走近影视、
了解影视。社团成员还曾走进上海
电影博物馆，在拟声区域寻找、探究影片中的特
效声音，在配音区域感受、体验声音的魅力。魔
法之声，
让艺术的种子在孩子的心中生根发芽。

创新 DIY

体验个性化

在上海市实验学校小学部，有一个影视衍
生品 DIY 社，指导教师和社员们一起设计开发
了具有校本特色的“TFT 课程”——“热缩片
DIY 课程”和“粘土创意课程”。社团成员将动
漫人物、影视偶像在小小的热缩片上进行绘制、
打磨、热缩，通过对经典的影视作品、动漫人物
进行再创造，完成热缩片 DIY 体验。同时，社团
成员还常常将自己喜欢的经典动画人物和影视
场景以粘土画等方式进行创意制作，创作出不
少个性化的影视衍生品。

上海市建平中学
社团：
JTV 社团

自导自演自拍 记录校园精彩
金苹果电视台完全由建平学子自主建立、
管 理 ，与 之 相 呼 应 ，同 学 们 还 创 办 了 JTV 社
团。JTV 社团除了对学校的日常学生活动进行
现场拍摄、资料整理、剪辑制作、加工成片，还将
学校所有的重要活动以视频的方式进行回顾放
映，并作资料保存。此外，社员们还利用课余时
间拍摄了多部由学生自导自演、反映学生学习
生活的微电影，如《小确幸》
《90 后的天空》等。
JTV 社团曾荣获“上海市中学生明星社团”和“浦
东新区中学生明星社团”的称号。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浦东外国语学校
社团：
浦外电视台

聚焦新闻 捕捉热点
□本版制图 吴婷
本版文字整理 吴燕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浦东外国语学校的浦
外电视台，经过多年的发展已渐成规模。作为

一个社团，它培养了学生对视频编辑和电视策
划的兴趣，为学生提供了锻炼和施展才艺的舞
台。每一期新闻，从最初的新闻策划、素材收
集、活动内容的拍摄，到后期的配音和制作，都
是全体社员合作的结晶。社团不仅受到了师生
们的一致好评，还曾荣获“浦东新区中学生优秀
社团”
“浦东新区中学生明星社团”等称号。

生，启迪他们的心灵。社团创作活动开展得如
火如荼，不少学生设计的影视海报作品在市、区
各项比赛中多次获奖。

上海民办进才外国语中学
社团：
创客影像社

创客影像 设计未来
华东师范大学张江实验中学
社团：
梦想剧场戏剧社

梦想剧场 品质领航
华东师范大学张江实验中学的梦想剧场戏
剧社，曾获“浦东新区中学生明星社团”的称
号。社团成员对表演都有着浓厚的兴趣，且多
才多艺，社团活动时常聚在一起探讨表演的技
艺，交流表演的心得，各角色之间不断磨合。同
学们或自己撰写剧本，或根据课文改编课本剧，
抑或对文学原著进行改编。他们将自己的节目
带给全校师生，还到社区演出，在锻炼自己的同
时，
也为周围的人带去了快乐。

进才外国语中学创客影像社成立于 2016 年
9 月，旨在激发学生对科学、工程和设计创意的
兴趣，帮助他们在学习“喜闻乐见的影视人物、
场景、道具”的设计与打印技术过程中，熟练掌
握 3D 打印操作技术。社团目前有 30 名学生社
员，由专业老师辅导，社团的学习内容涉及计算
机、数学、影视剧欣赏、美术、科技等领域，鼓励
学生将自己的奇思妙想转变成现实，成为一个
个优秀的小创客。社员参加了浦东和上海市的
各项创新赛事，
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上海市进才中学
社团：
进才中学电视台

上海市浦东新区龚路中心小学
社团：
奥斯卡影视社

校园奥斯卡 成就影视梦
在龚路中心小学，奥斯卡影视社对于喜欢
影视的学生来说，就像是一个造梦的舞台。通
过观摩和欣赏经典影片，孩子们开阔了眼界，感
受了各国文化，并开始思考人生。社团还开设
了“人物专访”栏目，不定期对校内外新闻人物
和新闻事件进行采访报道，让更多的学生了解
身边的生活。此外，社团还鼓励学生自己拍摄
微电影，通过镜头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现学生美
好的内心世界。学生创作拍摄的微视频《内诚
于心 外信于人》，获上海市第二届校园原创微
视频网络展评活动最佳影片奖。

影视激发活力 合作助力成长
进才中学电视台拥有专业的影视设备，
进才中学电视台拥有专业的影视设备
，宽
敞的演播室 ，摇臂摄像机
敞的演播室，
摇臂摄像机、
、单反相机
单反相机、
、航拍器等
一应俱全。
一应俱全
。 近年来
近年来，
，电视台不再局限于传统意
义上的发布信息，
义上的发布信息
，而是开始尝试从新闻制作转
向影片拍摄。
向影片拍摄
。 电视台与一些专业的工作室
电视台与一些专业的工作室、
、高
等院校进行合作，
等院校进行合作
，为喜欢电影创作
为喜欢电影创作、
、且具备一定
能力的学生提供学习的机会，
能力的学生提供学习的机会
，学生在专业人员
的指导下尝试拍摄自己的影视作品。
的指导下尝试拍摄自己的影视作品
。 如今
如今，
，电
视台已成为进才学子在影视艺术方面自我表
现、自我发展的造梦舞台
自我发展的造梦舞台。
。

上海市江镇中学
社团：
爱·尚电影社

从
“爱·尚”
出发 走进光影世界
上海市进才实验中学
社团：
影视海报社

影视海报 经典荟萃
进才实验中学的影视海报社，将影视题材
与艺术形式相结合，引导学生在欣赏中外影视
经典之余，提炼影视思想精髓，并尝试通过剪
纸、彩铅、拼贴、水粉、色粉等手法进行电影海报
的创作设计。在此过程中，社员们不仅学到了
绘画技巧，更从经典影视作品中汲取到了精神
成长的养料。校园影视文化辐射到每一名学

江镇中学的爱
江镇中学的
爱·尚电影社
尚电影社成立于
成立于 2015 年 9
月。社团活动从最基础的手机摄影入手
社团活动从最基础的手机摄影入手，
，
引导学
生将一张张连续性的照片连成一个个小故事、
生将一张张连续性的照片连成一个个小故事
、
剧
本，再从 PPT 转化成小短片
转化成小短片。
。之后
之后，
，鼓励学生运
用在理论课程中学习到的蒙太奇原理、
用在理论课程中学习到的蒙太奇原理
、
分镜头原
理、时间空间逻辑
时间空间逻辑的顺序等
的顺序等，
，通过电脑软件把一
段段小短片连接起来，
段段小短片连接起来
，
形成微电影的雏形。
形成微电影的雏形
。近两
年，
学生创作了一系列微电影作品，
学生创作了一系列微电影作品
，
包括《此间少
年》
《情蕴心中》
《情蕴心中
》等。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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