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戏剧与影视学一级学科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学科代码：1303） 

 

适用学科：130302 电影学    130303 广播电视艺术学  

 

一、培养目标 

培养有知识、有见识、有能力的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戏剧与影视学科的学术后备人才。 

具体要求是： 

1．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能够为繁荣我国戏剧与影视事业

和精神文明建设作出贡献； 

2．掌握戏剧与影视学的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把握本学科的理论前沿、重大现实问题

和发展动态；熟悉党和国家有关戏剧与影视艺术的方针、政策和法规；初步了解戏剧与影视

艺术的生产过程、创作规律。 

3. 具有较强的从事戏剧与影视相关的学术研究能力和创作实践能力。 

4. 熟练掌握一门外国语，以及开展本学科研究与工作所需要的计算机与网络应用技术。 

5．具备良好的团队意识与协调工作的能力；具有健康的体魄和比较完善的人格。 

 

二、研究方向 

1.视听艺术史论 

2.视听艺术与技术 

3.广播电视文艺研究 

4.影视产业文化研究 

5.播音主持艺术研究 

 

三、学制与学分 

基本学制为三年，最长修业年限为四年。 

实行学分制，总学分不低于 39 学分。其中，课程总学分不低于 32 学分，开题报告与学

位论文共 6 学分，文献阅读 1 学分。硕士研究生在规定修业年限内修满规定学分，通过思想

品德考核和学位论文答辩，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有关规定，达到我校学位授予

标准，授予艺术学硕士学位。 

允许学生提前毕业，但最低修业年限不得少于两年半。凡提前修满最低学分、学术水平

达到硕士学位相关授予标准者，经本人申请、指导教师同意、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讨论通

过，且学位论文答辩通过，可提前半年毕业，但必须同时满足下面三个条件： 

1.所修各门课程成绩的平均分在 85 分以上。 



2.发表至少 1 篇 CSSCI 论文，署名为第一作者，东北师范大学为第一单位。 

3.校内外评审专家的论文评阅意见全部为同意参加学位论文答辩。 

 

四、培养方式 

1．采取集体培养与导师负责相结合的方式。 

新生入学第一个月内完成师生互选，导师是硕士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成立硕士研

究生指导小组，每个小组要由 3-5 人组成，配合导师，充分发挥其集体培养优势。 

2．课程学习以专业基础课、专业主干课和发展方向课为主，辅之以其他专业的课程或

全校公选课程、经典文献阅读。根据本专业确定的经典文献阅读书目，按照考核要求提交至

少 2 份读书报告。 

3．有计划地聘请国内外专家来我院授课，或派出硕士研究生到其他名牌高校或科研院

所修读部分课程。尝试与国内外著名高校和科研院所互相承认学分，联合培养研究生。 

 

五、课程学习 

1.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课程学分不低于 32 学分 

(1) 公共基础课（7 学分） 

公共基础课为必修课，由研究生院统一组织开设，实行免修制度。 

马克思主义理论课（3 学分） 

外国语课（4 学分） 

港澳台硕士生免修马克思主义理论课。 

外国留学硕士生免修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外国语课，必修中国概况（3 学分）和高级汉

语（4 学分）。 

(2) 学科基础课，须修 3 门课程，9 学分； 

(3) 专业主干课，须修至少 4 门课程，不低于 8 学分； 

(4) 发展方向课，须修至少 4 门课程，不低于 8 学分，其中须包含一门 2-3 学分的跨一

级学科课程。  

戏剧与影视学一级学科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表 

课程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备注 

公
共
基
础
课 

128000MX001 马克思主义理论课 60 3 Ⅱ   

128000MX002 外国语课 80 4 Ⅰ、Ⅱ   

学
科
基

础
课 

178000MX201 
视听艺术发展史专题研

究 
60 3 Ⅱ  教学团队 



178000MX202 视听艺术理论 60 3 Ⅰ 教学团队 

178000MX203 视听艺术研究方法 60 3 Ⅰ 教学团队 

专
业
主
干
课 

178000MX401 影视艺术语言研究 40 2 Ⅱ 

 

 

178000MX402 视听艺术文化研究 40 2 Ⅱ  

178000MX403 视听技术与艺术研究 40 2 Ⅰ 教学团队 

178000MX404 影视美学 40 2 Ⅱ  

178000MX405 视听艺术批评研究 40 2 Ⅰ  

178000MX406 播音主持艺术理论研究 40 2 Ⅰ 播音与主持

艺术专业 

教学团队 

178000MX407 播音主持语言传播研究 40 2 Ⅱ 教学团队 

发
展
方
向
课 

178000MX601 纪录片专题研究 40 2 Ⅲ 

 

 

178000MX602 电视剧专题研究 40 2 Ⅲ  

178000MX603 广播电视文艺理论研究 40 2 Ⅲ  

178000MX604 广播电视节目策划研究 40 2 Ⅲ  

178000MX605 电影专题研究 40 2 Ⅲ  

178000MX606 影视叙事学研究 40 2 Ⅲ  

178000MX607 新媒体研究 40 2 Ⅲ  

178000MX608 视听艺术研究前沿 40 2 Ⅲ  

178000MX609 影视产业文化研究 40 2 Ⅲ  

178000MX610 广播电视口语表达研究 40 2 Ⅲ 
播音与主持

艺术专业 

 

178000MX610 播音主持风格研究 40 2 Ⅲ  

178000MX610 播音与主持艺术前沿 40 2 Ⅲ  

跨学科选修课 至少选修 1 门 2—3 学分跨一级学科的课程。  

 

 2. 个人学习计划 

导师必须在研究生入学后一个月内指导研究生制定出研究生个人学习计划；应根据培养

方案要求并在综合考虑个人兴趣、发展需要基础上列出拟修读的课程、时间安排及要达到的

目标；结合本专业必读经典文献列出硕士研究生应读文献书目、进度安排及要达到的目标。

个人学习计划应在入学后一个月内完成，并提交学院备案。 

补修课程要求：生源为同等学力或跨学科的硕士研究生，必须在导师指导下确定 2 门本

学科的本科生专业基础课作为补修课程。补修课程不列入培养方案，但要列入硕士研究生个

人培养计划，只记成绩，不计学分。 

3．教学方式和考核方式 

提倡教学方式灵活多样，实行课堂讲授、交流研讨、案例分析等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充

分发挥研讨在促进学生的自主性学习和研究性学习中的作用，增强对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

养。 



课程学习必须通过考核，成绩合格方可获得学分。考核分为考试和考查两种。提倡以撰

写读书报告、文献综述、调查报告等形式加强过程考核，以考试或课程论文等形式进行期末

考核。除学科基础课《视听艺术发展史专题研究》采用闭卷考试方式之外，其他课程由任课

教师自主选择考核方式。 

 

六、学位论文 

硕士研究生在课程学习的过程中即可开始学位论文的准备与写作。学位论文主要考查硕

士研究生具备的学术素质和学术风范，培养其独立思考、勇于创新的精神和从事科学研究或

担负专业工作的能力。学位论文必须是科研论文。 

1.个人研究计划 

硕士生应在导师指导下尽早初拟论文选题范围，并围绕选题查找、阅读文献资料，厘清

研究现状和意义、研究目标与内容、研究思路与方法，对研究进度做好规划。硕士生应在第

二学期内制定好研究计划，提交学院备案。 

2.论文开题报告 

硕士研究生的开题报告时间安排在第三学期末，第一次开题未通过者可于第四学期初进

行第二次开题，如第二次开题仍未通过，转入下一学年开题。开题报告时间与论文通讯评阅

时间间隔不少于 8 个月。 

开题报告的审查应重点考查硕士生的文献收集、整理、综述能力和研究设计能力；论题

的创新性和论文框架的逻辑性。开题报告必须公开进行，并采取专家审定组无记名投票方式

进行最终审议。 

3．论文进展报告 

硕士研究生在撰写论文过程中，应向导师做进展报告至少两次。在论文送审前将两次进

展报告提交学院备案，并作为论文送审资格进行审查。 

4.论文评阅与答辩 

硕士学位论文必须由导师认可，并经过专家评阅认定合格后，方可进行答辩。论文答辩

成绩按优秀、良好、中等、及格、不及格记。 

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在第六学期末之前进行（硕士研究生答辩应按照《东北师范大学学位

授予工作细则》中的有关要求进行）。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应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

原则，按照答辩程序严格把关，并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最终审议后公布答辩结果。论文答

辩未通过者应修改论文，并再次申请答辩。两次答辩时间间隔不得少于半年。 

完成学位论文并通过论文答辩后记 6 学分。 

 

七、文献阅读 

研究生导师组负责制定与修改文献阅读书目，并在每届研究生录取工作结束后，将文献

阅读书目发给招录的研究生。硕士生每学期至少阅读三部经典文献著作，并撰写阅读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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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胡明扬.《西方语言学名著选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59. 张颂.《广播电视语言艺术――中国广播电视语言传播研究》.北京广播学院出版 

社,2001 年 

60. 吴郁.《主持人的语言艺术》.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 

61. 鲁景超.《广播电视即兴口语表达》.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 

62. 姚喜双.《播音风格探》.中国文联出版社,1992 

63. [美]吉尼·格拉汉姆·斯克特.《脱口秀――广播电视谈话节目的威力与影响 》. 

新华出版社,2004  

64. 任远.《电视节目主持人学初论》.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 

65. [英]诺曼·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华夏出版社,2003 

66. 季思聪.《无冕女王――中美女主播的公众形象和私人生活》.时事出版社,2010 

67. 赵淑萍.《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 

68. 韩泽,《节目主持学新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69. 高明凯.《语言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70. [荷]扎伊恩·A.《作为话语的新闻》.华夏出版社，2003 

 

2.指导教师定期检查阅读笔记，并给出相应成绩；也可以通过小组讨论发言情况给出成

绩。研究生必须在第二学期期末提交两份书面的文献阅读报告（字数 5000 字以上），文献

阅读计 1 学分。 

 

八、学术活动 

硕士研究生在答辩前应作为主讲进行一次学术报告。参与听讲硕博讲堂学术讲座 10 次

以上（主讲一次可抵听讲 5 次）。 

 

九、本培养方案自 2014 级硕士研究生开始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