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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艺术学院 2018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复试 

《新闻写作》科目考试大纲 

 

考试科目：新闻写作                              

考试代码：352 

考试总分：100分                                 

考试时间：3小时  

 

一、考试目的与要求 

本考试科目从理论上考察应试者如何认识采访的素材、制作新闻作品，通过新闻工具传

播作品，以及如何开展新闻作品的案例分析，着重考查应试者如何运用相关知识进行新闻写

作的实践操作。 

二、考试的基本内容 

第一部分  大纲 

引言 

第一节 新闻写作的重要性 

第二节 怎样学习新闻写作 

第三节 新闻工作者的职业品质修养（重点） 

第一章 什么是新闻 

第一节 对新闻的辨识 

第二节 怎样判断新闻 

第三节 了解环境、了解受众、了解媒体 

第二章 怎样获取新闻写作的资料 

第一节 采访的准备 

第二节 营造与采访对象的和谐关系 

第三节 采访中的提问 

第四节 采访中的倾听和观察 

第五节 采访中的记录 

第三章 新闻写作的基本原则（重点） 

第一节 追求真实 

第二节 保证准确 

第三节 交代来源 

第四节 谨慎验证 

第五节 保持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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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坚守客观 

第七节 力求简洁 

第八节 确保完整 

第四章 新闻写作的基本方法（重点） 

第一节 事实至上 

第二节 判定主题 

第三节 选择角度 

第四节 展现细节  

第五节 使用引语 

第六节 考察背景 

第七节 遣词造句 

第八节 构建段落 

第五章 消息的写作（重点） 

第一节 导语的写作 

第二节 主体的写作 

第三节 建立“报道单元”的概念 

第四节 事件陛新闻报道与非事件性新闻报道的写作 

第六章 特稿的写作（重点） 

第一节 什么是特稿 

第二节 特稿的种类及各类特稿的报道要点 

第三节 特稿的结构 

第四节 特稿写作的技术要点 

第七章 新闻背景的写作（重点） 

第一节 什么是新闻背景 

第二节 新闻背景的作用 

第三节 怎样选择背景资料 

第八章 分类新闻的写作 

第一节 灾难新闻的写作（事故、火灾、自然灾害） 

第二节 科技新闻的写作 

第三节 刑事犯罪新闻的写作 

第四节 司法新闻的写作 

第五节 恐怖袭击事件新闻的写作 

第六节 体育新闻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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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演说与会议新闻的写作 

第八节 公关新闻的写作 

第九章 连续报道与专题报道的写作（重点） 

第一节 连续报道的写作 

第二节 专题报道的写作 

第十章 深度报道的写作（重点） 

第一节 深度报道的定义 

第二节 深度报道的作用 

第三节 深度报道的选题方向与方法提示 

第四节 两种深度报道体裁的写作 

第十一章 广播新闻的写作（重点） 

第一节 广播新闻的特点 

第二节 广播新闻的写作原则 

第三节 广播新闻的写作技术 

第十二章 网络新闻的写作（重点） 

第一节 网络新闻传播的特点 

第二节 网络新闻传播过程中受众心理与行为方式的特征 

第三节 怎样写作网络新闻 

第四节 提高网络新闻传播影响力的策略建议 

第十三章 计算机辅助报道（重点） 

第一节 收集背景资料：使用搜索引擎 

第二节 掌握互联网上的专用工具 

第三节 掌握专业动态：利用专业论坛 

第四节 建造专业报道数据库 

 

第二部分  大纲 

绪论 认识新闻报道 

一、什么是新闻 

二、什么是新闻报道 

三、新闻报道的社会功能 

第一章 论真实性——新闻报道与事实关系分析（重点） 

一、新闻报道为什么要真实 

二、新闻报道真实的基本内容 

三、采写虚假新闻报道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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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网络给新闻报道真实性增添了新的内涵 

五、对新闻报道真实性的学理层思考 

第二章 论时效性——新闻报道与事件时间关系分析（重点） 

一、新闻报道要讲时效性 

二、增强新闻报道时效性的几个环节 

三、“抢”新闻：增强新闻报道时效性的有效手段 

四、网络传播更新了我们的新闻时效观 

第三章 论可读性——新闻报道与受众兴趣关系分析（重点） 

一、受众兴趣原则的现实意义 

二、受众是新闻报道的最终评价者和消费者 

三、受众兴趣：满足与引导 

第四章 论“用事实说话”——记者与事实及报道关系分析（重点） 

一、新闻报道要“说话” 

二、新闻报道说话的方式：用事实 

三、走出新闻报道“说话”的误区 

第五章 新闻报道的基本构件（重点） 

一、标题 

二、消息头 

三、导语 

四、主体 

五、结尾 

六、新闻背景 

第六章 新闻报道的基本结构形式 

一、倒金字塔式结构 

二、金字塔式结构 

三、流水式结构 

四、多股辫式结构 

五、悬念式结构 

六、螺丝式结构 

七、自由式结构 

第七章 新闻报道的基本种类（一） 

第八章 新闻报道的基本种类（二） 

第九章 新闻报道的基本种类（三） 

第十章 新闻报道的基本种类（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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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章 事实信息的价值认定与发掘（重点） 

         第十二章 新闻报道主题的确立和提炼（重点） 

         第十三章 链接感觉：让受众体验事实（重点） 

               第十四章 从现场写起：讲个“故事”受众听（重点） 

             第十五章 当代新闻报道形态变化及其动因（重点） 

               第十六章 新闻报道文体演变与传播科技发展（重点） 

                   第十七章 新闻报道写作观念变化分析——以灾害报道为例 

 

三、参考题型 

1.名词简释     

2.简答题       

3.写作应用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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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艺术学院 2018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复试 

《艺术传播实务》科目考试大纲 

 

考试科目：艺术传播实务 

考试代码：346 

考试总分：100分                           

考试时间：3小时 

 

一、考试目的与要求 

1. 重在考查考生运用艺术理论进行分析与应用的能力。 

2. 要求考生答题时按题型审题答题，知识、概念准确，分析的层次清楚，

字迹清晰，无错字病句，有较好的文字表述能力。 

二、考试内容 

上编  艺术总论 

第一章  艺术的本质与特征 

复习重点： 

1. 历史上关于艺术本质的几种看法 

2. 艺术的特征（形象性、主体性、审美性） 

第二章  艺术的起源 

复习重点： 

1. 关于艺术起源的几种观点：模仿说、游戏说、表现说、巫术说、劳动说 

2. 艺术起源的多元决定论 

第三章  艺术的功能与艺术教育 

复习重点： 

1. 艺术的社会功能 

2. 中国古代和近代西方的关于美育的基本理论 

3. 蔡元培“美育代宗教”说 

第四章  文化系统中的艺术 

复习重点： 

1. 文化的基本涵义以及文化系统 

2. 西方现代哲学对西方现代派艺术的影响 

3. 宗教对艺术的影响 

4. 历史上艺术与科学的联系以及现代科技对现代艺术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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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编  艺术种类 

引言的复习重点：艺术分类的几种主要方法 

第五章  实用艺术 

复习重点： 

1. 建筑艺术的艺术语言和表现手段以及建筑艺术的象征性的特征 

2. 世界三大园林体系以及中西园林审美特征的比较 

第六章  造型艺术 

复习重点： 

1. 以中国画和油画为例，比较中西绘画的不同的审美特征 

2. 雕塑的种类、摄影艺术的主要造型手段、书法的五种书体 

第七章  表情艺术 

复习重点： 

1. 音乐的种类、艺术舞蹈的分类 

2. 表情艺术的审美特征 

第八章  综合艺术 

复习重点： 

1. 戏剧艺术的分类以及戏剧的“戏剧性”（冲突性）的特征 

2. 中国戏曲艺术的民族特色及其独特的审美特征 

3. 电影艺术的诞生及其发展历史上的重大变革；电影的蒙太奇手法 

第九章  语言艺术 

复习重点： 

1. 语言艺术的主要体裁 

2. 语言艺术的间接性的审美特征 

下编  艺术系统 

引言的复习重点：艺术系统的的重要环节 

第十章  艺术创作 

复习重点： 

1. 艺术家的艺术才能与文化修养 

2. 艺术创作过程的三个阶段 

3. 形象思维的涵义及其特征；无意识对艺术创作或表演的作用 

4. 艺术风格的涵义、具体表现及其形成的条件 

5. 艺术流派的涵义及其形成的不同情况 

6. 艺术思潮的涵义；“后现代主义思潮” 

第十一章  艺术作品 

复习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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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艺术作品的三个层次（ 艺术语言  艺术形象  艺术意蕴） 

2. 典型的涵义及其特征 ；意境的涵义及其特征 ；典型与意境的区别  

3. 中国美学对中国艺术的影响；中国传统艺术精神 

第十二章  艺术鉴赏 

复习重点： 

1. 艺术鉴赏的重要意义；西方接受美学 

2. 艺术鉴赏中的共鸣现象 

3. 艺术批评的作用；艺术批评的特征 

三、参考题型 

1. 分析题一     

2. 分析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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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艺术学院 2018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复试 

《传播学理论与实务》科目考试大纲 

 

考试科目：传播学理论与实务                      

考试代码：470 

考试总分：100 分                  

考试时间：3 小时  

 

一、考试目的与要求 

本考试科目重在考察考生运用传播学的基本观点、理论、知识的应用能力，

要求考生对某些艺术现象作为传播学分析，以考查考生观察问题、解决问题的思

维能力。 

 

二、考试的基本内容 

第一章 传播学的研究对象与基本问题 

第二章 人类传播活动的历史与发展 

第一节 从动物传播到人类传播 

第二节 人类传播的发展进程 

第三节 信息社会与信息传播 

第三章 人类传播的符号与意义 

第一节 符号在人类传播中的作用 

第二节 人类传播中的意义交流 

第三节 象征性社会互动 

第四章 人类传播的过程与系统结构 

第一节 传播的基本过程 

第二节 社会传播的系统结构 

第五章 人内传播与人际传播 

第一节 人内传播 

第二节 人际传播 

第六章 群体传播与组织传播 

第一节 群体传播 

第二节 组织传播 

第七章 大众传播 

第一节 大众传播的定义、特点与社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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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大众传播的产生与发展过程 

第三节 大众传播的社会影响 

第八章 传播制度与媒介规范理论 

 

第九章 传播媒介的性质与作用 

第一节 作为工具和技术手段的传播媒介 

第二节 作为社会组织的大众传媒 

第十章 大众传播的受众 

第一节 “大众”与大众社会理论 

第二节 几种主要的受众观 

第三节 “使用与满足”——一种受众行为理论 

第十一章 传播效果研究 

第一节 传播效果研究的领域与课题 

第二节 传播产果研究的历史与发展 

第三节 传播效果的产生过程与制约因素 

第十二章 大众传播的宏观社会效果 

第一节 大众传播与环境认知——“议程设置功能”理论 

第二节 大众传播、社会心理与舆论——“沉默的螺旋”理论 

第三节 大众传播的潜移默化效果——“培养”理论 

第四节 大众传播与信息社会中的阶层分化——“知沟”理论 

第十三章 国际传播与全球传播 

第一节 从国际传播到全球传播 

第二节 关于世界信息传播程序的争论 

第三节 国际传播与全球传播研究的若干重要课题 

第十四章 传播学研究史和主要学派 

第一节 传播学的起源、形成与发展 

第二节 传播学的主要学派 

第十五章 传播学调查研究方法 

第一节 传播学与调查研究 

第二节 抽样调查法 

第三节 内容分析法 

第四节 控制实验法 

 

三、参考题型 

1. 分析题一    

2. 分析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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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艺术学院 2018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复试 

《跨文化传播实务》科目考试大纲 

 

考试科目：跨文化传播实务                             

考试代码：349 

考试总分：100分                                   

考试时间：3小时  

 

一、考试目的与要求 

本考试科目内容涉及跨文化传播学的基本知识，主要考察应试者以跨文化传播学的基础

概念、主要理论、研究方法、基本命题为核心，全面呈现理解跨文化传播实践、开展跨文化

传播研究的符号、文化、社会、心理、技术、能力和全球社会等层面的认知视角。能初步运

用跨文化传播学的原理，观察与分析艺术现象。 

二、考试的基本内容 

第一章 概 论 

  第一节 跨文化传播：定义与学科属性  

  第二节 文化与传播 （重点） 

第三节 跨文化传播学的理论基础与学科建构  

 

第二章 语言与非语言符号（重点） 

  第一节 符号与符号学  

  第二节 传播中的语言符号  

第三节 交往中的非语言符号 

  

第三章 文化的差异、冲突与观念体系（重点） 

  第一节 从文化差异到文化冲突  

  第二节 文化的观念体系  

第三节 文化相对主义与民族中心主义 

  

第四章 规范体系、社会互动与认同的建构（重点） 

  第一节 规范体系的基本内容  

  第二节 社会互动、群体影响与人际关系  

第三节 认同的建构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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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文化心理与认知体系（重点） 

  第一节 认知的基础：感知与思维方式  

  第二节 态度的主要类型与影响  

  第三节 民族性格：文化群体的“平均人格”  

第四节 文化心理研究的“路线图” 

 

第六章 技术发展与全球交往 

  第一节 技术、文化与跨文化传播  

  第二节 跨国卫星电视与网络传播  

第三节 文化的“全球化”与“同质化”  

 

第七章 传播能力：个体与组织的选择（重点） 

  第一节 文化适应的模式与理论  

  第二节 传播能力与有效传播  

第三节 组织的跨文化实践  

 

第八章 面向全球社会：中国、东亚与世界 

  第一节 从文化权力到传播秩序  

  第二节 文化多样性与文化对话  

  第三节 文化的传统与未来：中国、东亚与世界  

 

三、参考题型 

1. 分析题一 

2. 分析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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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艺术学院 2018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复试 

《命题写作》科目考试大纲 

 

考试科目：命题写作 

考试代码：351 

考试总分：100 分                        

考试时间：3 小时  

 

一、考试目的与要求 

广告策划是“广告与媒介”研究方向的主干学科之一，注重考察考生对广告

策划创意的知识储备，要求考生对参考书中相关的基本概念、基本知识、基本内

容有一个较为全面的掌握，检查考生综合运用其中各相关学科的理论和知识，观

察、分析广告传播相关现象、进行广告策划、广告文案写作以及对整个广告过程

中的宏观把控的能力。 

 

二、考试的基本内容 

一、 营销策划方案 

（一） 前言 

（二） 市场环境分析 

1、 市场分析 

2、 企业分析 

3、 产品分析 

4、 营销分析 

5、 竞争对手分析 

6、 SWOT 分析 

（三） 广告策略 

1、 广告目标 

2、 广告地区 

3、 广告受众 

4、 广告表现 

5、 广告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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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广告预算及分配 

（五） 配套措施和策略 

（六） 广告效果预测 

 

二、 活动策划方案 

主要策划活动的时间、地点、内容、方式，以及媒体配合的宣传等。 

（一） 主题 

（二） 活动概要 

（三） 活动策略 

（四） 活动预算 

（五） 效果预测 

 

三、参考题型 

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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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艺术学院 2018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复试 

《中国播音学基础》科目考试大纲 

考试科目：中国播音学基础                         

考试代码：325 

考试总分：100 分                                  

考试时间：3 小时  

 

一、考试目的与要求: 

《中国播音学基础》笔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发声学、播音创作基础理论、广播播音主持、

电视播音主持等相关理论及当下广播电视播音主持现状。主要考查考生对中国播音学基础理

论知识的掌握程度，以及用这些理论分析、解决一线实际问题的能力，考查学生对播音主持

一线实际情况的了解及判断。 

二、考试的基本内容: 

播音发声学部分： 

（1）发声的含义 

（2）口语传播方式及发声特点 

（3）电子传播方式及对发声的影响 

（4）言语发音的心理过程 

（5）文稿播读的心理过程特点 

（6）声音的主要构成要素 

（7）人体发音器官的构成 

（8）声道 



 

 16 

（9）人体呼吸器官的构成 

（10）主要呼吸方式 

（11）胸腹联合式呼吸 

（12）人体发声器官的构成 

（13）发声原理 

（14）发音常用的音色类型 

（15）共鸣原理 

（16）人体主要共鸣腔 

（17）播音共鸣特点 

（18）吐字归音 

（19）吐字归音的方法 

（20）嗓音保护的原则和方法 

（21）感情、声音、气息的相互关系 

（22）常见发声问题及矫正方法 

播音创作基础部分： 

（1）播音的正确创作道路 

（2）播音语言特点 

（3）创作准备 

（4）播音感受 

（5）调动思想感情运动的方法 

（6）思想感情的表达方法 

（7）播音表达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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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创作观  

播音主持业务部分： 

（1）播音主持节目类型特点 

（2）节目主持艺术的发展历史及现状 

（3）播音员主持人能力素质 

（4）广播电视新闻节目播音主持 

（5）广播电视评论节目播音主持 

（6）广播电视社教专题节目播音主持 

（7）现场报道 

（8）广播电视新闻现场报道 

（9）广播电视访谈类节目主持 

（10）广播电视文艺、综艺娱乐类节目主持 

三、参考题型 

名词解释、简答、论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