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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专业设备、 场地的需要，使

得艺考视频的拍摄，成为考生们单

独在家中无法完成的任务。

除了艺考机构外， 从去年开

始，不少摄影工作室也对外承接艺

考视频录制服务，在上海、北京两

地，艺考视频录制的收费基本都在

1000-2000 元/小时， 而如果需要

录音、造型、形体、台词等专业老师

的指导，则需另外收费。

这里的问题就在于，普通摄影

工作室对艺考的把握、吃透程度以

及对考生的辅助作用，完全无法与

艺考机构相比。

但是，无论是“暴走美梦”还是

“薪火艺考”，这两年都是只为自己

机构的学生提供艺考视频录制服

务。 迟立夏说：“确实有外面的学

生来找我们帮忙，但都被我们推掉

了。 我们能把自己的学生服务好，

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

“暴走美梦”当天原定安排 9

名学生录制中传的艺考视频，1 月

8 日当天，摄影棚从上午 9 点不到

开始调试设备，10 点 45 分开始录

制，拍到深夜也只完成了 4 名学生

的录制。

“薪火艺考”是北京规模最大

的艺考培训机构之一， 并以主打

“名校校考”知名。

不同于“暴走美梦”只专注于

表演类艺考，“薪火艺考”除了表演

专业外，同步开设编导、摄影专业，

每年招收超过 500 名来自全国各

地的艺考生。

作为表演部总监，曹效聪的团

队为总共 50 名报考中传表演、音乐

剧专业的考生录制了艺考视频。 曹

效聪说：“平均每个考生用时两个小

时， 报考音乐剧专业的考生拍摄时

间会更长，3 个小时是正常情况。 我

们开了 4 个场地， 带考团队小伙伴

十个人，这三天基本还是连轴转。 ”

此外， 与非专业机构不同，艺

考机构或是将艺考视频录制直接

纳入当年学费项目，或有一定的额

外收费，但这种收费也不是按照简

单的拍摄时长，而是按照不同院校

艺考视频的具体要求。

迟立夏介绍说，像中国传媒大

学这种要求复杂的院校，收费相对

高些；而像上海戏剧学院、中国戏

曲学院这些要求较为简单的院校

艺考视频，收费相对较低。

从 1 月 10 日起，“暴走美梦”

和“薪火艺考”都开始为报考上戏

的学生录制初试用的艺考视频 。

从上戏招生简章上可以看出其要

求确实比中传简单很多：考生信息

（仅报身高、 体重、 年龄，15 秒以

内）；自备台词（45 秒内 ）、自备歌

曲 （30 秒内 ），自备歌曲 （30 秒以

内）。 在两家机构，基本上每个考

生都能在 1 小时内完成全部录制。

业内人士认为，新冠疫情下催

生的艺考“云初试”，完全可以在今

后常态下继续采用。

D 老师说， 从去年的实践来

看，“云初试”的效率，比线下初试

提高了最少两倍。 曹效聪说，“云

初试”可以大大减少校考季劳民伤

财的现象，“像北电、中央戏剧学院

这样的院校，每年有上万名考生来

参加初试，能进入复试的考生其实

都不到 10%”。

当然， 另一共识就是：“云艺

考”只适用于初试，复试或者三试，

还是需要面考。

在目前已出招生简章的艺术

类院校当中，中国传媒大学、上海

戏剧学院的初试、 复试都采用线

上，三试为线下；南京艺术学院的

初试为线上， 复试为线下。 据悉，

备受瞩目的北京电影学院、中央戏

剧学院的初试极有可能放到春节

之后，但终试都是线下。

6分钟视频拍了3小时！ 记者探访2021年表演专业“云初试”现场

“云艺考”视频拍摄

想说爱你并不容易

晨报记者 孙立梅

1 月 8 日 12 点 40 分，小

程（化名）走进临时摄影棚。

几名女性工作人员立刻

上前，将小程围在角落里，分

别帮她整理发型、衣领，以及

塞进黑色牛仔裤的白衬衫。

“小程，你怎么还穿了棉

毛裤！ ”

小程有些不好意思地低

声解释：“哎呀， 不是棉毛裤

啦……”

“哦，是束腹的对吗？ 你

已经够瘦的啦， 你这样让我

们还怎么混……”

19 岁的小程， 身高 170

厘米，体重只有 95 斤。 她刚

刚通过中国传媒大学表演

（音乐剧双学位班）专业的文

化课初试， 当天要录制复试

所需上传的视频。

由于新冠疫情关系 ，继

2020 年国内高校艺术类专业

招生普遍延期并采用线上考

试的形式之后，2021 年艺术

类专业招生的校考季， 再次

成了“云考季”。

不过， 有了去年仓促上

马的经验，到了今年，各地艺

考培训机构都有备而来 ，尤

其是主打表演、 播音主持类

专业的艺考机构， 纷纷搭建

了临时的专业摄影棚。 艺考

视频的拍摄， 成了这些培训

机构本月最重要的工作项

目。

因为不同院校、 不同专

业对艺考视频的要求及上传

时间各不相同， 每个学生都

要根据要求拍摄不同的视

频。 如小程所报考的中国传

媒大学， 招生简章要求考生

于 2021 年 1 月 8 日 00:00 至

1 月 10 日 23:55 间完成复试

阶段的科目视频录制， 并提

交上传。

而上海戏剧学院的报名

时间是 1 月 3 日 9:00 至 1 月

8 日 15:00，表演（戏剧影视）

专业的线上初试时间则为 1

月 10 日 9:00—1 月 13 日 15:

00。

小程所就读和拍摄艺考

视频的艺考机构 “暴走美

梦”，位于中山北路一个工业

园区内， 是上海圈内知名的

艺考（表演专业）培训机构。

创办人之一的迟立夏告诉晨

报记者， 中国传媒大学的艺

考视频录制是今年最早的一

批， 接下来就是上海戏剧学

院，“录制工作会持续到本月

底，春节之后还会有一批”。

“云艺考”让考生们无需

像往年那样辗转奔波于各地

高校， 有了报考更多院校的

机会， 但艺考视频录制也绝

不像人们想象的那般轻松。

当小程最终录制、 上传

完毕，走出摄影棚时，已经是

当天下午 3 点 40 分了。

也就是说， 总共约 6 分

钟的艺考视频， 她足足录制

了 3 个小时！

临时摄影棚由艺考机构的教室

改建而成， 门上挂着醒目的标牌：

“考试录制中，请保持安静。 ”

门上还有一张当天需要拍摄视

频的学生姓名、专业及时间安排表，

从表格来看， 机构预计双学位班考

生的视频录制时间需要 1 个半小

时，而单独表演专业的视频录制需

要 45 分钟。 ———当然， 这个估计

事后被证明过于乐观了。

棚内固定的工作人员就有 7

位， 其中一位造型师，6 位机构老

师，这还不包括随时进来指导台词、

形体的老师。

小程是当天进棚录制艺考视频

的第二个学生。 马尾辫、白衬衫、黑

色牛仔裤， 让她看起来青春活力十

足。

工作人员让小程在上个学生拍

摄时用的米白色幕布背景前试拍了

一段视频，完成后大家普遍反映：这

个浅色背景让小程“有点显老”。于

是决定更换到摄影棚另一面的黑色

布景前，这样一来，所有的设备都要

重新布置。

大家调转方向后，工作人员又

发现了新问题：小程身穿白衬衫配

黑牛仔裤，在现场的人看来非常漂

亮，但显示到了手机视频框内，却

“太中规中矩了， 像个女服务

员”。

工作人员当机立断， 让小程立

刻去换一件上衣。小程跑出摄影棚，

换了一件藕色紧身舞衣。 工作人员

在镜头前一看，表示 OK 了。

因为小程报考的是双学位班，

需要分别录制表演和音乐剧两个专

业方向的视频： 表演专业的自我介

绍、 形象展示、 朗诵 1 （散文、诗

歌）、朗诵 2（人物独白）、艺术特

长展示，音乐剧专业的自我介绍、声

乐、舞蹈、朗诵。

每段视频都要根据小艺帮

APP （小艺帮线上考试服务平台）

的语音提示进行拍摄，其中表演专

业每个项目最多可以录制 3 遍，音

乐剧专业每个项目最多可以录制

10 遍，考生选择自己表现最好的进

行上传即可。

正式录制由考生自己点击手机

屏幕进行操作，但在此之前，工作人

员需要一再确认小艺帮针对每个项

目录制的注意事项和细节： 横屏还

是竖屏，前置还是后置镜头，半身还

是全身，侧面还是正面……

比如同样是中国传媒大学的专

业， 表演专业的自我介绍需要个人

姓名、年龄、身高、体重等基本信息，

但严禁考生透露准考证号； 音乐剧

专业的自我介绍则需报出准考证

号。

在录制之前， 考生们已经将自

己的自我介绍、 朗诵等内容熟记于

心了。 不过在棚内录制时， 即便是

自我介绍， 小程也试录了好几遍。

工作人员提醒她：“那么多考生，老

师很难从头看到尾的， 你一定要在

前 20 秒内把自己的特点展示出

来。 ”

在录制完表演专业的视频后，

工作人员发现， 音乐剧片段的表演

不适合用黑色背景，于是大伙又返

过头来， 将手机支架重新对准最初

的米白色背景。

设备调试、 换装、 排演、 重复

……等到小程确认视频上传完毕并

退出个人账号、 工作人员呼叫下一

个考生进来的时候， 已经是下午 3

点 40 分了。 也就是说，总共时长约

6 分钟的艺考视频， 小程录制了整

整 3 个小时。

在小程之后，接下来还有 7 名

考生在等待录制， 这批报考中传的

视频必须在 3 天内完成上传。

2020 年首次采用 “云艺考”，

院校、机构、考生都没有经验，上传

的视频质量参差不齐，这也是今年

艺考生们最紧张的原因。

国家一级演员、 曾连续多年担

任艺术类院校专业考试 （包括

2020 年“云艺考”）评审的 D 老师

告诉晨报记者， 考生们在录制艺考

视频时，最基本也是最关键的，就是

操作规范的问题。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去年一个

女生的视频， 她的形象是我们几天

看下来觉得最好的之一，但专业科

目视频录制的时候， 我们只能看到

她站在镜头前，在小艺帮语音提示

‘321，开始’之后，可能是其他人

帮她按了一下手机按键， 这个录制

就被关掉了，她一句话都没录进去，

导致初试直接被 pass 掉了， 真的

是非常可惜。 ”

除了极个别的上传视频出错之

外，2020 年表演类艺考视频中存在

最普遍的问题，就是光线。D 老师指

出，光线不足或者过曝，都会影响评

审老师们的观感。 此外， 在空旷房

间内录制可能会产生回响， 这点也

是考生们需要注意避免的。

往年艺考生尤其是表演类专业

的校考，“现场卸妆”“素颜面试”

都会成为各界关注的话题， 但当考

试形式改为视频录制时，完全素颜

上阵的考生其实寥寥无几。 因此，

在 2021 年已出的招生简章中，各

院校都对艺考视频的“真实性”提

出明确要求。

如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与主持

艺术”专业要求：

（1）禁止在演播室等专业场

所拍摄。

（2）须素颜出镜，不得化妆；

人像轮廓、五官清晰，露出眉毛及耳

朵； 如佩戴框架眼镜须避免镜片反

光，佩戴隐形眼镜须为全透明款，不

允许佩戴美瞳隐形眼镜； 不佩戴过

大的头饰、发饰、首饰等饰品。

又如中国戏曲学院导演系“影

视表演专业一试”招生简章中明确

规定：“拍摄一镜到底，不得使用美

颜、滤镜等特殊效果镜头，不得剪辑

和后期技术处理”“朗诵结束后直

接走近镜头至相应位置， 使身体在

镜头中呈现出中近景效果，面向镜

头、 左右各 90 度侧向镜头分别停

顿五秒后结束拍摄”“考生不得整

容、化妆，女生需将头发扎起，清晰

露出五官”； 甚至为了防止考生利

用拍摄角度美化身高、形体，简章还

规定：“男女统一穿着黑色紧身练

功服并赤脚， 脚边放置农夫山泉

550毫升普通装矿泉水一瓶”。

在 D 老师看来，考生在拍摄视

频时可以用到一些基础辅助，但

“绝对不能太过”。 “考生或者培

训机构， 是在手机屏幕上看视频

的，但到了评审老师这里，我们是

把视频投屏到 60 多吋的大屏幕

上，你化没化妆、化妆的浓淡、戴没

戴美瞳、加没加滤镜，我们都能看

得清清楚楚。还有的考生打了美容

灯，其眼睛里面是会有光圈的。 所

以我的建议就是，考生们要对自己

有点信心，你们都那么年轻，脸上

胶原蛋白那么足， 就擦一点润肤

霜、抹个润唇膏，脸上不要干巴巴

的，就行了。最多再修一下眉形，就

不要再抹眼影、打腮红了。 这些你

们认为的美化项，到了评审老师那

里都有可能成为扣分项，至少印象

分会降低。 ”

此外，就像小程被指导的那样，

D 老师表示， 考生们能否在有限的

视频时长内最大限度展现个人特色

和最好状态，这点至关重要。

“初试就是看考生基本条件

的。 如果是线下， 评审老师觉得你

是个好苗子，但你没发挥好，可能会

再给你一个题目，让你再展示一下。

但线上考肯定没有这种机会， 基本

上你往那里一站，你一张嘴，我们就

只能根据这些有限的展示， 来评价

你符不符合作为一名演员的基本条

件。所以建议考生在有限的时长内，

尽可能充分展示自己的优势。 ”

D老师提到的光线问题， 是今

年各地艺考机构高度重视的问题之

一。

北京“薪火艺考”表演部总监

曹效聪解释说，目前“云艺考”面临

的最大障碍其实就是技术问题，而

首当其冲的就是光线问题。

“现在各院校普遍要求在室

内、纯背景的环境下进行拍摄，但艺

考视频不是说我们拿相机拍摄好视

频后再上传， 而是要在各院校提供

的 APP 视频模式下进行拍摄，而这

种视频制式的采光本身就是有问题

的。 你可以这么理解， 我们哪怕拿

最好的 iPhone12 pro max 拍摄，

在这些 APP 模式下拍出来的，差不

多还是 iPhone 4s 的效果。 ”

在这种情况下， 加之疫情还在

继续， 在 2021 年艺术类院校招生

简章陆续出来之前，各地艺考机构

就已经在配备专业灯光了。 曹效聪

说，“我们用的都不是简单的布景

灯，而是用于影视拍摄的 2K 灯(可

调节色温)，这样才能保证视频画面

有足够的亮度，同时又会不刺眼。 ”

迟立夏也透露，“暴走美梦”为

了搭建用于艺考视频录制的摄影

棚，购买了一批专业设备。

摄影棚内除了专业老师外，还

有造型师全程跟随。 在小程之后，

另一位考生小隽（化名）在模拟拍

摄了一段视频后， 被发现因为长期

扎马尾辫导致发际线略高、显得额

头太大， 造型师立刻将小隽拉到一

边，细细地挑出一些碎发作为刘海。

整个工作团队的细致， 也可以

从他们的工作手册上看出来。 晨报

记者在拍摄现场看到，“暴走美梦”

分别整理了详实的 “2021 线上录

制注意事项”以及针对每所院校相

关专业视频录制的 “注意事项”。

其中“2021 线上录制注意事项”总

共有 10 条，包括：

（1）避免教室“回声过大”的

情况。可在录制房间内不入镜位置多

放些杂物、棉纺织物等，以减少回声。

（2）每位学生的录制时间都

是有限制的， 请各位专业老师尽量

保证录制时间公平的同时，能够根

据学生的现场发挥并及时调整学生

的最佳录制状态，再进行录制。

（3）学生登录自己的账号以

后， 专业老师需根据院校简章再次

确认每项科目是竖屏、横屏、前置还

是后置，再根据学生的身高、空间，

前期调整好适合学生的角度。 手机

竖屏录制时， 建议不要放置太俯视

的角度（因为显腿短）。

（4）录制完毕后，务必检查好

每一项考试内容是否录制完成，最

后让学生亲自确认提交完成，保证

录制递交完成。

除了光线问题， 曹效聪在与评

审老师、机构同行交流中也发现，考

生与镜头的交互关系， 即考生能否

在镜头前保持大方自然的状态，也

会影响评审老师的判断。

“今年因为疫情关系，很多人

开始做直播了， 我们机构上半年也

开了直播课。我做了好几年老师了，

但第一周直播课我是非常不适应

的。当你面前没有交流对象、只有镜

头的时候，你会感到非常别扭。所以

我们今年的课程里就包含了上镜

课， 这门课就是用来解决学生与镜

头交互的关系。 这也在相当程度上

使得他们在录制艺考视频时， 会保

持一个更自然的、不做作的状态。 ”

拍摄现场———

艺考机构临时搭棚连轴转，视频录制事项、细节都不轻松1)

机构备战———

提前配备专业摄影棚，吃透各校专业视频要求2)

评审经验———

艺考视频要求展示“真实”，美妆项可能成“扣分项”3)

[记者观察]

“云初试”、视频录制专业化

是艺考生态大势所趋
业内：艺考“云初试”可在今后常态下继续采用

艺考视频录制必须专业化操作已被普遍认可的同时，因为疫情关

系催生的艺考“云初试”完全可以在今后常态下继续采用，这也已经成

为业内人士的共识。

“薪火艺考”课堂，学员在表演。

①②“薪火艺考"摄影棚内，艺考视频录制在紧张进行。

艺考视频拍摄现场 /受访者供图

① ② ③

③ “暴走美梦”教室内的艺考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