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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交通大学语言与传播学院

新闻与传播硕士专业学位培养方案（2019）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传播业培养德才兼备、具有现代传播

理念与国际化视野、了解中国基本国情、熟练掌握新闻传播技能与方法的应用型

高层次人才。具体要求为：

（一）新媒体与网络传播方向培养目标：熟练掌握新闻传播的基本原理，具

备从事新闻传播实践所需要的专业素养、技能与方法；能够胜任新媒体技术变革

对新闻传播工作提出的新要求。培养能够适应网络与新媒体传播实践需要的高级

复合型人才，具有扎实的新闻传播理论基础，对新媒体及网络传播的特点与规律

具有较高的认识水平，掌握了实际技能，且具备创新思维能力。毕业生可进入各

类网络媒体、新媒体传播机构或相应政府管理部门从事相关的传播实务工作或理

论研究工作。

（二）媒介经济与文化产业方向培养目标：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方法，

具有良好的政治素养和政策水平。遵守法律、能够把握现代新闻传播职业理念，

恪守新闻传播职业道德。以经济学和管理学两大学科门类为基础，以文化产业、

传媒经济与管理为核心，多学科交叉融合，为全国传媒产业、文化产业和社会经

济发展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经济管理人才。

本专业的学习和研究范围涉及新闻与传播行业的核心知识和关键技能。核

心知识包括：国内外主流新闻媒体、广告公关传播机构、政府或企业宣传部门的

运作及其特点；国内外新闻与传播产业以及 IT 产业、文化产业等关联产业的历

史轨迹、经验教训、最新发展动态和趋势及其政策启示；我国新闻与传播产业发

展和行业管理的有关政策法规建设；基于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跨学科理论

知识对媒体发展与经济、社会的互动关系的探讨，对国家新闻与传播行业发展战

略及其实施的探讨；我国新闻、广电、广告、公关、文化产业等相关行业当前存

在的主要问题和解决对策，等等。

关键技能包括：全面熟练地掌握各类媒体的新闻、公关、广告等业务技能，

扎实系统地掌握新闻与传播产业和市场的调查、分析理论和方法，经培养具备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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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和职业发展所需的个人能力，以及一定的项目策划、运营和管理协调能力。

（三）熟练掌握一门外语，能够阅读专业外语资料。

二、主要研究方向

1．新媒体与网络传播

新媒体与网络传播是新闻传播学科中的新兴热点研究领域之一。它立足于新

闻学与传播学的学科基础，集中探讨网络传播和新媒体传播中涌现的各种新现象

与新问题，是传统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领域的新扩展和新延伸。本方向的主要研

究内容包括：网络传播及新媒体传播活动的过程、环节、要素和效果；在宏观上，

对我国网络传播活动的发展、规划和管理，进行深入的理性透视；在微观上，结

合我国网络传播的实践，重点研究网络传播的手段、受众、发展和规制等。

2. 媒介经济与文化产业

媒介经济与文化产业方向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掌握现代西方经济学原理和

现代经济分析方法，熟悉国家的经济政策和法规，同时具备有传播学、传媒经营

管理知识与业务基础。知识面较宽，具有向经济学相关领域扩展渗透的能力。

三、招生对象与学习年限

招生对象为学士学位获得者，具有良好的双语基础，有企事业尤其是媒体实

践经验者优先考虑；鼓励具有不同学科和专业背景的人员报考。

入学考试参加全国统一组织的统考及招生单位自行组织的专业复试，结合工

作业绩择优录取。

采用全日制学习方式，学习年限 2年。

四、培养方式

采取课程学习、实践教学和学位论文三大环节相结合的培养方式。

课程实行学分制。学生必须通过规定课程的考试，成绩合格方能取得该门课

程的学分, 修满规定的学分方能撰写学位论文；学位论文经答辩通过可按学位申

请程序申请新闻与传播硕士专业学位。

课程学习以课堂教学为主，兼有案例分析、专题讲座、模拟训练、现场观摩、

实验室实训等多种形式的教学方式。教学过程中密切联系我国新闻传播业和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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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业的实际问题，教学内容重视基本理论及实际应用，注重对新闻与传播实务

能力的培养。同时，根据本培养单位的学科优势，在全面提升学生新闻传播能力

的同时，对学生进行特色培养，提高学生的职业竞争力。

对于学生日常学习和实践活动的指导方式采取“双导师制”，即每名学生均

由一名学术型指导教师，及一名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综合业务素质高的实践指导

教师共同指导。实践指导教师队伍由业界资深从业人员和有实际从业经验的校外

专家组成，以加强本培养单位与新闻传播实务单位及主管部门的联系和交流。指

导教师以师生互选方式确定，负责研究生培养全过程，帮助学生选择并确定研究

课题，制定学习和实践计划。导师组由 3 至 5人组成，发挥集体培养的优势，拓

展学生知识面和研究视野。

课程考核分为考试和考查两种形式，方法灵活多样，重在考察学生运用所学

专业知识发现、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五、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根据培养目标，本专业的课程设置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注重应用性、

实务性。

实行学分制，修读总学分为 38 学分。其中课程学分 33 学分，包括：公共课

5学分，基础课 16 学分，选修课 12 学分；环节学分共 5分，包括：开题报告 1

分，和，社会实践 4学分。

社会实践的考察形式为提交如实习日志、实习作品、实习总结、实习鉴定等

材料，此外，社会实践部分还包含新闻传播实务前沿讲座，要求研究生参加校内

外讲座 8次以上，并撰写学习报告（每次不少于 500 字，总共不少于 4000 字），

由导师评定学习成绩。

非学位课程可以跨一级学科选修，但不超过 4学分。跨一级学科选修是指可

选修除新闻传播学以外的北京交通大学其他学科专业的硕士研究生课程，学时、

学分、开课时间、考核方式都遵循相应院系培养方案的有关规定。

鼓励积极参与创新创业活动，在创新创业各类比赛中获得国家级一等奖可

转化 1学分选修课程学分。

选课在网络上进行。在网络上选修的课程，应在规定的学期内完成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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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记入学习成绩；未完成课程学习而又无特殊原因的，该门课程成绩以零分计，

并记入成绩单。

具体课程设置及学分要求见附表。

六、科学研究与实践

鼓励学生在读期间，在本学科专业领域的学术期刊发表有实用价值的论文、

研究报告，鼓励参与、申请科研项目，参与“挑战杯”竞赛等创新创业实践。鼓

励学生拍摄制作高水平的新闻、广告、微电影、纪录片等影视作品。

研究生在学期间必须保证不少于 6个月的专业实习，可采用集中实习与分段

实习相结合的方式到各类媒体及相关企事业单位实习。专业实习一般安排在第

2、3 学期期间，并按预先计划的方案逐步完成。每个专业实习环节完成后，研

究生须做自我鉴定，并由该环节的指导人（可以是校内外导师，也可以是实习部

门的专家）做出评定。专业实习完成后，研究生须撰写实习总结报告。实习表现、

实习总结报告经导师组成的评定小组评审通过后，研究生可获得相应的学分。

七、学位论文

1、开题、中期考核与答辩

本学科硕士生在第二学期（春季学期）结束后进行一次全面检查，核实是否

修完全部课程并获得规定学分，以决定是否进入学位论文阶段。

（1） 论文开题：论文选题须与本学科相关，提交论文开题程序和报告，审

核通过后方可进入论文撰写阶段。

（2） 中期考核：学位点将根据研究生院的规定组织中期检查与考核，检查

硕士生论文进展情况、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存在的问题等，帮助解决硕士生在论

文写作中遇到的困难。对论文完成情况不理想、投入精力不足的研究生提出警示，

以确保论文按期完成。

（3） 论文答辩：硕士论文须经导师批准方可进入专家评审环节，通过校内

外专家评审后，由院系学术委员会组成答辩委员会，答辩委员会成员至少有一位

为校外专家。答辩人须现场回答答辩委员会成员提出的与其论文相关的问题。答

辩语言为所属专业的语言。

2、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须与新闻与传播实践紧密结合，选题应体现学生运用传播学、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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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广播电视学、广告学、经济学、管理学等理论、知识和方法分析、解决新闻

与传播领域实际问题的能力。网络传播与新媒体方向的论文形式可以是网络传播

实务研究（不少于 2万字）、调研报告（不少于 2万字）、毕业设计（要求为一

个数字媒介产品的设计与制作及产品说明，字数不少于 1万字）等。媒介经济与

文化产业方向的论文形式可以是媒介产业和文化产业的实际问题研究（不少于 2

万字）、调研报告（不少于 2万字）、案例分析等。

论文工作须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论文撰写完成后除经导师写出详细的评

阅意见外，还应有 2位（其中至少一位来自校外）本领域或相近领域的专家评阅。

论文评审应重点审核：论文作者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解决问题的能力；论文

工作的技术难度和工作量；解决问题的新思想、新方法和新进展；其创造的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等方面。

通过论文答辩者，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通过，可授予新闻与传播硕士专

业学位，同时获得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

附课程设置表： 传播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的基本框架（总学分≥38分）

课程性

质

课程属

性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开课时间
考核方式 备注

秋 春

学位课

公共课

2100930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与实践研究
36 2.0 √

≥

13.0

21009306
马克思与主义与社会

科学方法论
18 1.0 √

专业英语 32 2.0 √ 考试

基础课

22012021 传播学理论 32 2.0 √ 论文

22012048
新闻传播伦理与法规

研究
32 2.0 √ 论文

22012041 传播学研究方法 1 32 2.0 √ 论文

22012042 传播学研究方法 2 32 2.0 √ 论文

专业课

22012050 新媒体研究 32 2.0 √ 论文 ≥

20.0

（专

业选

修课

任选

其中

6 门

24012091 媒介融合研究 32 2.0 √ 论文

22012046 受众研究 32 2.0 √ 论文

22012047 媒介经营与管理 32 2.0 √ 论文

选修课

专业选

修课

22012024 传播学史论研究 32 2.0 √ 论文

24012080 商业传播研究 32 2.0 √ 论文

22012005 新媒体平台运营研究 32 2.0 √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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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课

程，

可以

跨一

级学

科选

修，

但不

超过

4 学

分。）

22012040 媒介产业研究 32 2.0 √ 论文

24012096
国际文化产业与文化

自贸
32 2.0 √ 论文

22012045 新媒体广告 32 2.0 √ 论文

24012092 社会网分析 32 2.0 √ 论文

22012051
新媒体与公共传播研

究
32 2.0 √ 论文

22012044
视听新媒体分析与制

作
32 2.0 √

论文或音视

频作品

22012049 数据可视化研究 32 2.0 √ 可视化作品

22012006 网络舆情 32 2.0 √ 论文

22012004 网络文化传播 32 2.0 √ 论文

24012057
纪录片研究

32 2.0 √
论文或纪录

片作品

环节课程

302 开题报告 1.0 第二学期 答辩

5 分521 社会实践 4.0 第三学期 实习总结等

105 前沿讲座 0.0
参与前沿讲

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