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型现场直播晚会策划与执行》实践课程大纲 

一、实践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编号：160111S 

英文名称：Planning and Execution of Grand Evening Show on Live 

授课对象：全日制本科生、研究生  

开课学期：■春     □夏    □秋 

学分/周数：2学分；52学时（12学时理论授课，40学时实践授课）  

先修课程：各岗位所需的先修课程，将通过面试录取 

教学方式：理论授课、课堂讨论、技术培训、集中指导、单独指导、实践演练相结合 

考核方式：考勤 25%, 课堂作业 25%，实践环节的参与度与成果 50%  

课程简介： 

该课程是一场运用“2017中传学生记者节晚会”作为实践素材的大型联合实践教学活动，记者节晚会

系列活动由中国传媒大学党委宣传部、校团委与实践实验教学中心共同举办，在 2016 年创下了 230 万网

络浏览量的佳绩，成为中传各类活动中关注度最高的一场活动。实践实验教学中心由此首次尝试推出相应

的教师团队实践教学课程。通过面向全校招募，并通过严格的面试环节，选拔优秀学生来担任导演、撰稿

等大型晚会活动中的各个岗位，并参加这门课程。在接受衔接前沿的理论知识的同时，实战演练晚会的筹

备工作。  

二、实践教学目的和要求 

教学目的： 

使学生在 52 课时的课堂讲授之后，能够建立对大型直播晚会的定位、整体架构等方面的基本认识，

熟悉并掌握晚会策划、组织与执行的观念与流程。 

教学要求： 

1、通过课堂授课，了解大型主题活动的策划观念与执行流程。 

2、通过结合课堂授课后的课堂创作作业实操，实现理论与创作实践的结合，熟悉并掌握各岗位、各

环节管理、组织、执行的方法。 

3、能够通过合作的方式完成课堂作业以及结课作业，完成晚会活动的筹备工作。 

三、实践教学内容与安排 

教学内容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理论授课内容，一部分是实践训练和指导内容，课程课时的安排将

两种授课内容穿插进行。实践训练与指导部分分为集中指导、分组指导等。 

（一）课堂授课：（第 3-16周） 

第三周：大型现场主题活动实践概述   主讲&主持：姜娟、2017年学生记者节总导演、制片人（内容

为课程概述、2016中传学生记者节晚会分析、总结，讨论） 

第四周：大型现场主题活动核心理念与策划     主讲：邓瑜  

第五周：大型现场主题活动的制片人岗位职能与管理策略    主讲：李超  

第六周：大型现场直播主题活动的导演岗位职能与管理策略 主讲： 业界晚会总导演（外请）、 姜娟 

第七周：大型现场直播主题活动宣传片及视频策划与创作    主讲：张涛 赵楠 

第八周：大型现场直播主题活动反转课堂   主讲&主持：2018年学生记者节总导演、制片人、各组代

表学生 

第九周：大型现场直播主题活动的新媒体传播规划及文案采写    主讲：丛芳君 

第十周：大型现场直播主题晚会主持艺术   主讲：刘怡 



第十一周：大型现场直播主题晚会撰稿的理念与实施  主讲：姚眉 邓瑜 

第十二周：大型现场直播主题晚会的声音设计与应用  主讲：贲小龙  

第十三周：大型主题晚会的灯光与舞美艺术与技术  主讲：灯光、舞美专家（外请） 

第十四周：大型现场直播主题晚会直播活动的设计与应用 主讲：黄俊香 张俊 

第十五周：策划组、视频组、节目组、撰稿组、主持人组、外联组、会务组、宣传组、音频、灯光舞

美组代表学生反转课堂  主讲&主持：总导演、制片人及各组负责人    

第十六周：提交结课总结，结课仪式，颁发证书 

每次授课务必涉及的部分：A、作为晚会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提及本课与其他课的衔接，本组学生

与其他组学生相互配合的关键点。比如撰稿与主持人的关系、与导演组的衔接等等；B、在本次课程内容

范畴内，涉及关于 2016记者节晚会的反思和经验教训总结；C、课程相对应的实践组的学生需在现场进行

简要自我介绍、岗位情况介绍。D、务必使用经典案例讲解核心要点。 

（二）实践环节：（第 3-16周，学时共计 27学时） 

时间：第 3-13周，4:00—4:30集中指导（每次课堂授课后 0.5-1小时） 

分组实践指导（时间依据每组情况随机安排）； 

第 14-16周，第 5、6、7节，集中指导，反转课堂 

分组实践指导（时间依据每组情况随机安排） 

分组情况： 

根据记者节活动的需求，导演组的岗位设置，分为如下组： 

1、 策划组（指导教师：邓瑜）：总导演、执行总导演、策划等 

2、 节目组（指导教师：姜娟 张涛）：总导演、执行总导演、节目组等 

3、 制片组（指导教师：宣宝剑 李超）：制片人、副制片人、宣传、会务组等 

4、 视觉设计与制作组（指导教师：张涛 赵楠 汤思民）：主视觉设计、视频总监（视频导演） 

5、 撰稿组（指导教师：姚眉）：总撰稿、分版块撰稿等 

6、 媒体宣传组（指导教师：丛芳君）：媒体宣传主管、宣传组成员等 

7、 主持人组（指导教师：刘怡）：主持人 

8、 音频组（指导教师：贲小龙 俞佳）：音频总监、音频组成员等 

9、 灯光、舞美组（指导教师：姜娟）：灯光总监、舞美总监、灯光组、舞美组成员等 

10、 现场直播组（转播团队+出镜记者团队  指导教师：黄俊香 张俊） 

实践指导安排：每周三下午 4：00-4:30 ，其他分散指导时间随需要而定 

四、作业、考核 

学生须在第十六周提交课程学习总结（不少于 800字），并完成各岗位规定的筹备工作实践成果。 

   （第十六周举行结课仪式，颁发《大型现场直播晚会策划与执行》结课证书） 

    结课作业与课后作业根据组别以及岗位，各有不同的安排。 

1、策划组：（1）结课作业：2017中传学生记者节策划案 

          （2）课后作业： 

               第 4-5周：完成策划初稿 

第 6-8 周：完善策划，并与视频组、节目组沟通（在总策划指导下，视频、  节目

组完成视频、节目组策划案） 

第 9-11 周：观看招募来的节目，并进一步完善策划案 

第 12周：与撰稿组共同完成关于聚焦人物的选拔 

第 12-14 周：反复推敲、修改策划案 

第 15周：策划案汇报 

第 16周：结课成果展示 



2、节目组：（1）结课作业：晚会节目募集与编排，形成节目单 

 （2）课后作业： 

      第 4周：完成节目设计基本方向思路 

              第 5周：与宣传组沟通，准备节目招募宣传文案 

              第 6周：发布节目招募 

              第 7-9 周：节目设计与编排 

              第 10-15周：节目排练 

              第 15周：所有节目展示 

              第 16周：结课成果展示 

3、制片组（外联组） 

（1）结课作业：赞助与合作洽谈（外联组）、嘉宾邀请 

（2）课后作业： 

第 4-5周：完成 PPT的撰写、修改、审核 

第 6-10 周：洽谈商家、合作单位 

第 11-15 周：沟通细节 

第 13周：提交赞助、机构合作洽谈成果、嘉宾邀请情况 

第 16周：结课成果展示 

4、制片组（会务组） 

（1）结课作业：赞助与合作洽谈（外联组）、嘉宾邀请 

（2）课后作业： 

第 4-5周：了解往届会务管理情况和流程 

第 6-10 周：做嘉宾邀请的相关准备工作 

第 11-15 周：投入现场执行实践及整理会务管理规范、流程 

第 16周：结课成果展示 

5、视觉设计与制作组： 

       人员：主视觉设计、视频总监（视频导演） 

（1）结课作业：视频策划、包括宣传片在内的视频作品 

（2）课后作业： 

第 4 周：完成宣传片策划 

第 5-10 周：进行宣传片拍摄、其他视频策划与拍摄、资料搜集、剪辑 

第 9-11 周：观看招募来的节目，进行视频设计与制作安排 

第 11周：进行宣传片、视频展示（中期展示阶段性作品） 

第 12-13 周：宣传片、视频修改 

第 14周：展示宣传片（全体教师参加） 

第 16周：结课展示 

6、撰稿组：总撰稿、分版块撰稿等 

（1）结课作业：总撰稿 

（2）课后作业： 

第 4 周：完成撰稿计划与分工 

第 5-10 周：学习专题晚会稿件、传媒业界动向 

第 9-11 周：观看招募来的节目，进行撰稿的初步规划、写作 

第 11周：撰稿框架讨论 

第 12-15 周：修改撰稿框架，完成撰稿初稿 

第 16周：撰稿结课展示 



7、媒体宣传组：媒体宣传主管、宣传组成员等 

（1）结课作业： 宣传计划（公众号宣传计划、合作媒体沟通计划） 

（2）课后作业： 

第 4-5周：了解并分析 2016记者节晚会宣传情况 

第 6-9周：准备节目招募令的策划与宣传方案 

第 10-15 周：筹备宣传计划，并相应做宣传准备 

第 16周：结课成果展示 

8、主持人组：主持人 

（1）结课作业：与撰稿组合作完成一次晚会串词 

（2）课后作业： 

第 5-9周：学习了解晚会其他工种的工作内容                                   

第 10周：邀请业界造型师为主持组讲解晚会主持造型 

第 11-15 周：和撰稿组合作，参与修改并设计完成几种不同风格开场和结尾的串词 

第 16周：主持组分组进行结课展示 

9、音频组（指导教师：贲小龙 俞佳）：音频总监、音频组成员等 

（1）结课作业： 音频系统搭建 

（2）课后作业： 

第 5-9周：学习了解晚会其他工种的工作内容 

第 10-12 周：分析 2016年记者节晚会音频系统问题 

第 13-15 周：筹划音频系统搭建 

第 16周：提交音频系统搭建规划   

10、灯光组（指导教师：待定）：灯光总监、灯光组成员等 

（1）结课作业： 灯光系统搭建 

（2）课后作业： 

第 5-9周：学习了解晚会其他工种的工作内容 

第 10-12 周：分析 2016年记者节晚会灯光系统问题 

第 13-15 周：筹划灯光系统搭建 

第 16周：提交灯光系统搭建规划 

11、舞美组（指导教师：待定）：舞美总监、舞美组成员等 

（1）结课作业： 舞美系统搭建 

（2）课后作业：   

     第 5-9 周：学习了解晚会其他工种的工作内容 

     第 10-12周：分析 2016年记者节晚会舞美问题 

     第 13-15周：筹划舞美系统搭建 

  第 16周：提交舞美系统搭建规划 

五、相关实践、实验讲义或教材 

1、《文艺晚会艺术原理与策划实施》贾振鑫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年 6月出版   

2、《节庆晚会编导手册》，上海音乐出版社 2006年 1月出版 

3、《电视节目策划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 7月出版 

4、《综艺娱乐节目节目主持概论》，中国传媒大学，2007年 6月出版 

                                                     执笔人：姜娟  

                           教学办主任： 姚眉 

                                                     教学副院长：刘杰锋 


